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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今天从南海网获悉!!"#$海南特色美食
文化节评选正在征集各市县美食" 截至今
天! 美食节官网收到各市县网友推荐的美
食已达 !%"多种! 一些地方特色美食受到
网友热烈追捧"

海南美食文化节主要评选海南特色菜
肴和特色小吃" 记者登录南海网海南美食
文化节官网发现! 东部市县的美食占据特
色菜肴排行榜前列! 其中定安和文昌分居
前两位!海口#临高#保亭#澄迈紧随其后"

西部市县推荐的美食! 带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比如澄迈的福山烤乳猪!临高的红烧牛
眼螺都很有地方特色"

与特色菜肴形成对比的是! 特色小吃
很多都是大众化的小吃!如新英炒粉#陵水
酸粉#后安粉汤#椰汁板兰糕#抱罗粉等知
名度都较高!从目前的投票情况看!上述小
吃均得到较高投票"

截至今天下午! 海南特色菜肴暂居排
行榜前 $"的是$坡寨浓香羊肉汤锅&定安'#

文昌鸡&文昌(#文昌鲍鱼&文昌(#福山烤乳猪
&澄迈(#石山壅羊&海口(#革命菜&保亭(#阿德
猪脚饭&海口(#椰子炖鸡&屯昌(#板桥路海鲜
&海口(#红烧牛眼螺&临高("

海南特色小吃暂居排行榜前 #%的是$

万宁和乐粽&万宁(#陵水酸粉&陵水(#椰汁
板兰糕&澄迈(#抱罗粉&文昌(#新英炒粉&儋
州(#黄色饭&琼中(#洛基粽子&儋州(#万宁
酸粉&万宁(#万宁后安粉汤&万宁(#东山烙
饼&万宁("

海南特色美食文化节由省商务厅主
办!南海网#省烹饪协会承办!今年 )月*+

月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其目的是挖掘市县
地方特色美食文化!推介评选出一批海南
美食品牌" 目前网友推荐美食活动仍在进
行!更多详情登录活动官网,-./01/21/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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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的海南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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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章：有情有义 有勇有谋
本报记者 &'( )* +,-

他牺牲时年仅 67岁!却创造了很多
传奇故事" 他文武双全!驰骋疆场!革命
足迹遍及海南#广东#云南及东南亚!他
参加过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出任过黄埔军校教官!是孙中山大元
帅府铁甲车队队长! 在陵水参与创建第
一个琼崖苏维埃政权" 他!就是琼崖革命
的先驱徐成章"

在海口市演丰镇昌城中村! 徐成章
的故居夹在几间瓦房的中间! 显得十分
普通" 这是海南农村最常见的砖瓦房!里
面用木板隔出两间小房和一个客厅" 徐
成章的侄媳妇陈梅芳#张梅菊告诉我们!

!""8年!政府拨款 $"万元!对烈士故居
进行了维修"

客厅墙上悬挂着徐成章的画像!旁
边还贴着一张 $8+! 年由民政部颁发的
徐成章%革命烈士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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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说! 徐成章具有横扫千军
的气概" 看看他的画像!就可以想见他当
年跃马断喝的雄姿" 徐成章的眉毛又浓
又粗!略往上扬!一双大眼有神地直视前
方!再加上方正的脸庞#挺直的鼻梁和一
对招风耳!活脱脱一员猛将形象"

$8!9年!他在'敬告琼崖同志(一文
中写道$%应当拿出我们坚忍沉毅的全副
精神!作伐木开山的先锋!除这道路上的
一切障碍物!造成平坦康庄的大道" &坚
忍沉毅!正是徐成章性格的写照"

这位出身穷苦的农家子弟天生 %反
骨&" $+8!年出生在昌城中村的徐成章!

$8":年在县立高等小学时! 不满一些教
员昏庸无能!剪发发誓!带头掀起学潮!

被学校以%乱党&论罪"!年后!他加入%励
志社&!秘密开展反清活动!并成为琼崖
早期同盟会会员"

辛亥革命胜利后! 为驱逐琼崖代理
道尹范云梯等前清残余势力! 徐成章率
领近 !%%人的学生军进攻府城"

在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就读期间!徐
成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组织学
生示威游行! 成为该校左派学生的领导
者之一!为此还被拘留入狱"

他领导过琼崖讨袁护国军!他组织

民军攻打过琼崖桂系军阀! 被追捕#被
通缉并没有吓倒他!反而更坚定了他的
革命意志!最终完成了从同盟会会员到
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再到坚定共产党员
的转变"

与徐成章同父异母的弟弟#海口港
集团离休干部徐泉远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嫂子陈惠英曾告诉过他!他小
时徐成章曾抱过他" 有一次!正抱着徐
泉远的徐成章突然想起还有事!便将小
孩%扔&给陈惠英!说$%我革命工作要
紧!小孩就由你来照顾了"革命胜利后!

你养的这些小孩!都会有饭吃!有书读!

有工做的) &

是的! 徐成章把一切乃至生命都献
给了革命" $8!+年!徐成章在万宁分界墟
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 徐成章当年
的战友告诉徐泉远! 徐成章临终时只说
了一句话$%你们要努力到底! 完成革命
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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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同志神勇!悚人毛骨" &这是时任
铁甲车队副队长# 后来成为共和国上将
的周士第对徐成章的评价"

徐泉远说!徐成章身材高大!很有力
气! 是个天生的武官" 看看徐成章的画
像!再看看徐泉远!会发现两人在长相上
有很多相似之处"

$8!9年! 在进攻广东潭布炮楼的战
斗中!徐成章身先士卒!带领铁甲车队 !%

多人和另一个排的武装! 兵分两路向敌
人占据的山头猛冲" 到了半山腰!双方枪
声密集!子弹嗖嗖从身边擦过!但徐成章
毫不畏惧!手持驳壳枪!带领 9名队员直
扑山头!打退了援敌" 参加这次战斗的周
士第对徐成章的英勇钦佩不已! 说了以
上那番话"

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徐成章就
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从徐泉远的讲述
中!我们得知!徐成章生母去世时!只留
下他一个独子" 为让父亲老后有人照
顾! 徐成章力劝父亲$%我参加革命!以
后都不知是生是死!你得多留个后代" &

于是!他强烈要求父亲续弦!这才有了
徐泉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钢铁雄师 )6军!

正是源于中共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

铁甲车队" 说到 )6军勇猛的作战风格!

曾经参加海南岛解放战争的 $!:师作战
参谋#今年 +6岁的刘兆龙认为$%纵观世
界军事史!有这样一个规律$一支军队的
作战风格! 往往与其创始人的个性和作
风密切相关" )6军长期形成的勇敢战斗!

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同舟共济的战斗风
格! 是对徐成章等人早期作战传统的承
继和发展" &

豪杰未必真无情" 徐成章的侄媳妇
张梅菊告诉我们! 她以前就听伯母陈惠
英和村里的老人说过! 徐成章其实和气
得很!对村里人都很好"

徐泉远比徐成章小 6!岁!比陈惠英
小 !:岁" 徐泉远未满周岁时!生母便在
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中亡故" 他是吃陈惠
英的奶水长大的!他们是叔嫂关系!却以
母子相待" 于是!徐泉远也就成了徐成章
的%继子&" 这其中的曲折和传奇!蕴含着
多少伤痛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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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菊拿出一本去年出版的新书
'演丰之光(!放在烈士故居的窗台上!翻
到'神勇的革命先驱徐成章(这一篇文章
指给我们看" 仔细读来!我们才发现!徐
成章的机智一点不输于其神勇"

孤胆入虎穴" $8$)年至 $8$9年!陈
侠农# 徐成章率领琼崖讨袁军连续攻克
万宁#陵水县城!对榆林#三亚形成包围
之势" 敌军戒备森严!我方派去的策反人
员也被扣留" 徐成章主动请战! 扮成商
人!深入虎穴!与敌班长岑峰等人联络!

策反其作为内应" 一天凌晨!徐成章亲率
一支扮成渔民船队的讨袁军! 摸黑开进
三亚港!迅速发起攻击!和起义军一起将
袁军军官击毙"

亲赴%鸿门宴&" $8!)年 $%月!广东
广宁县开展减租运动! 遭到了当地豪绅
地主的顽强抵抗" 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铁
甲车队驰援农民运动" $!月!革命政府决

定缉拿谭侣松等 +名破坏农民运动的祸
首" 谭侣松为了逃脱罪责!制造假象!设
宴招待铁甲车队等单位长官" 徐成章与
彭湃等 6人身佩短枪赴宴! 在酒桌上逮
捕了谭侣松" 铁甲车队也乘机收缴了反
动民团枪支 )%多支"

智取铜岭" $8!:年!在解放陵水的战
斗中!徐成章率部驰援陵水" 途中!为夺
取铜岭!徐成章派出十几名战士!化装成
敌军进入铜岭" 当敌军兴高采烈出来迎
接时!徐成章率兵迅速拿下铜岭!打开了
通往陵水的通道"

昌城中村是个只有 $9% 人的小山
村" 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山村的一间普通
的民居里! 走出了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
英雄人物!让我们不由得抚墙慨叹"

离烈士故居不远! 有个演丰地区人
民革命纪念园!里面立着徐成章的塑像"

+:岁的徐泉远告诉我们!每年清明节!他
都带领徐家人到纪念园祭奠徐成章的英
灵!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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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 +,-

那是一棵树!名为含笑花!树高不足 !米!夏日 9

月!绿油油的叶子向上伸展着!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情!人们也许很难想到!它的树龄已近百年)

这棵树就栽在徐成章故居附近的昌城小学校园西
侧!是徐成章当年亲手在母校种下的"

%每年农历三月!它都会开满白色的小花!香气袭
人!日晒之下!香味更浓!很像菠萝蜜果肉的味道!从地
上捡一朵放在口袋里!全身都会发出香气" &在该校执
教 !%年的校长吴师杨对来访的海南日报记者介绍"

对这株含笑树! 村民和师生们百般呵护" 人们看
见它!就会想起徐成章来" 也许可以这么说!昌城小学
的这棵含笑树!不但承载了生者对逝者的怀念!也延续
着一种精神的力量"

这株含笑树原先位于校园正中间" !%%%年修校道
时! 为给主干道腾出空间! 才将它移植到了现在的位
置" 吴师杨说!那年移植时!可是事先挖好坑!放好水!

才立即搬过去的" 校董会和村干部当时也盯着这棵含
笑!叮嘱学校必须每天浇水!不能让树%渴&死"

每年花开季节!吴师杨都会要求学生!不能采摘含
笑花!只能站在树旁看花!当然!掉在地上的可以去捡"

同学们每当听老师讲起! 村里还出过徐成章这位革命
英雄时!心中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

9月 !7日!我们寻访徐成章同父异母的弟弟徐泉
远时!刚提起含笑花!老人家顿时神采奕奕$%那是天宗
+徐成章的原名,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从外地带回来的"

那时候还带回了一棵玉兰树!种在老屋后面!但没过多
久就死了" 倒是种在小学里的含笑树一直好好的!我
每次回老家时!都会去看看它" &

钟情花草树木! 生逢乱世的铁汉徐成章竟然还有
这样的闲情逸致!实在出人意表" 但是!徐成章喜欢种
的东西不只是含笑和玉兰" 据徐泉远讲述! 记不清是
哪一年!徐成章曾经从新加坡带回咖啡苗!开辟了两块
荒地!种起了咖啡" 徐泉远十几岁的时候!还培育过咖
啡苗!卖给村里或从其他市县来购苗的农民"

%谁料日军一上海南岛!就拆掉我们咖啡园的围
墙!拉走石头去盖炮楼!咖啡树也被砍掉许多!剩下
的没人照顾!渐渐地也死掉了!&徐泉远说!%经营了
大约 !%年的咖啡园最终破败" 我记得嫂子陈惠英每
次想起徐成章!也会说起咖啡园的事!总是禁不住伤
心落泪" &

徐成章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徐清廉! 少年时期曾
给驻扎在村后的游击队送水!有一次途中被抓!敌人将
他吊起拷打逼问!并放狗咬他!但徐清廉至死不开口!

壮烈牺牲" 女儿徐莉芳!$88+年去世"

徐成章父子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

英雄虽去!精神尚存!今天!人们依然缅怀徐成章的戎
马岁月! 以及他立下的汗马功劳" 一如昌城小学里那
棵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含笑花!徐成章侠骨柔肠#骁勇善
战的英雄形象!必将常驻世人的心坎上"

含笑花还在!英雄若有灵!亦应含笑九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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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01

驱车进入澄迈! 一路上你会看见许多
标出了当地特色名物的横幅# 条幅在风中
招展!就像是一张张充满自信的名片!向路
人彰显着澄迈的独特魅力"

9月 6%日中午! 记者来到了澄迈县大
丰镇大丰村!探访被当地人戏称为澄迈%长
寿代言人&的王志仁老人"

走过一段窄小的石头路! 眼前看到的
是两间整洁朴素的石屋! 庭前种着枝繁叶
茂的菠萝蜜和芒果树! 屋内炉上正炖着热
腾腾的饭菜! 用干树枝扎成的扫帚静静立
在门边"这就是王志仁和他 ++岁妻子居住
的地方"

89岁的王志仁身材不高#腰板笔直!行
走或干活时动作仍十分灵敏迅疾! 很难看
出他已近百岁的年纪" %我女儿都已经做外
婆了) &王志仁开心地说"

几年前!当地的一位摄影师替他拍照!

当时他朝着天空的方向扬起脸! 阳光正好
洒下来! 为他饱满的面颊添上了一抹睿智
而纯朴的光彩"谁也没想到!这张照片后来
会被选为澄迈%中国长寿之乡&最具代表性
的象征! 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宣传画# 宣传
册#宣传板上!也让王志仁成为当地%出镜
率&最高的一位长寿老人"

%你高兴看到自己的照片被用在澄迈
长寿之乡的宣传画上吗- &%高兴) 欢喜) &

面对记者的提问! 王志仁充满骄傲和自信
地回答$%听别人说! 在省城海口都可以看
得到我的照片呢) &

这位淳朴的老人告诉记者! 他平时最
爱吃自家种的地瓜叶和木瓜! 而他和妻子
每个月的五保户补助金和长寿补贴加起来
约有 +%%元! 令二老的小日子过得丰衣足
食#有滋有味" 每天无事时!他最爱在村口

喝老爸茶!与同村人一起聊天#听戏#打牌"

作为海南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荣
获%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市县!截至目前澄
迈全县共有 $:7位百岁老人!+%*+8周岁的
老人则有 $2)8万人!而随着时间的变化!人
数还在不断攀升中" 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
件!澄迈县给百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6%%元
+不包括省里发放的补贴 !%%元,!8%*88周
岁的发放 !%%元!+%*+8周岁的发放 7%元"

!%$%年县里安排发放给这些老人们的补贴
是 $!%%万元!而今年预计将达 $+%%万元"

%不仅要让群众有房住#有饭吃!还要
有戏看) &早在几年前!澄迈县委书记杨思
涛就曾表示! 加大民生工作力度将是澄迈
县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任务! 不仅要改
善物质条件!还要提高生活的档次和质量!

要为群众和游客创造一个不仅%安居&还能
%乐居&的生活环境"

近年来! 澄迈县一方面积极集聚各种
力量!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群众生活质
量!使本地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另一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
程#惠民增收工程#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载
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

从天然富硒# 阳光充沛的地理优势到
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商品优势! 从全省
首个县级五星级数字 6;影院的落户到%$!

年义务教育&和%三免四补&的实行!从率先
全省实现医疗信息化网络和远程会诊服务
网络建设到%将新增财力全部用于民生&的
政府工作目标//正如杨思涛所说!%澄迈
不仅是一个长寿之乡! 我们还要将其打造
为一个福寿之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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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 :;<&=>" 品美食!游
古乡!访名居" 连日来!随着第二届定安端
午美食文化节的临近! 到定安 %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 游玩和品尝美食的游客明显增
多" 今天!定安县旅游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每天有超过 $万名游客到定安游玩!

定安游变得越来越火爆"

中午!记者在龙门镇火山冷泉看到!几
十名游客正在这里泡冷泉! 与冷泉里的鱼
儿进行亲密接触"

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最近一个月来!每天
都有不少自驾车游客到冷泉来泡冷泉#鱼疗"

在翰林镇亚洲榕树王!占地 +2!亩的大
榕树前停放着 +辆小轿车!9位游客正在树

底下纳凉!与村民拉家常!$%多位游客在后
岭山上赏风景" 随后!记者在龙湖镇高林村
张岳崧故居#雷鸣镇王弘诲故居等地!依然
见到村门口停放着 $%多辆自驾车" 游客除
了可以欣赏到独特的美景外! 还可品尝原
生态的定安黑猪骨汤#白切定安鹅#定安黑
猪肉粽等美食"

据了解!定安%百里百村 古色古乡&是
指以定城至中瑞 7%多公里公路为主轴!北

起龙门镇!南至母瑞山革命纪念园!途经龙
门镇#岭口镇#翰林镇#龙河镇和中瑞农场
%四镇一场&! 共 $%%多个村庄" 这个片区
内! 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绿岛红
区***母瑞山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久
温塘热带富硒火山冷泉#翰林亚洲榕树王#

南建州古迹# 火山岩原生态热带植物等丰
富的优质旅游资源"

!%%:年以来!定安县投入 $亿多元!完

善%百里百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实现了村
与村!村与国道县道!主道与景区之间道路
的硬化和畅通" 结合%红色文化#古色文化#

绿色文化&主题!推出一条 $%%多里长的乡
村生态旅游精品线路"

定安县旅游委负责人介绍称! 目前定
安已结合%古色古乡 百里百村&各个景区
情况开发了 )条精品旅游线路! 每一条旅
游线路都与特色美食相互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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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获悉!为了确保台风期间渔港内渔船的
安全!洋浦将建设一条 99米的防波堤"

针对洋浦渔民提出渔港容易受风浪袭
击的情况!洋浦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要求洋
浦控股公司和有关设计单位根据渔民诉求
优化设计方案"经过详细论证后!洋浦决定
在原有的渔港抛石堤上! 向西延伸一条长
约 99米防波堤!并将堤坝的高度由 !米提

高到 6米!做到既满足船舶乘潮施工需要!

又能增加渔港掩护的范围"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防波堤的施工因为在水中进行!施工难
度加大!同时也给渔民通行带来不便!希望
广大渔民能理解"

该负责人表示! 将要求有关施工单位
继续优化施工方案!加大工作力度!严把质
量关! 力争把这个关系到渔民安全的防波
堤做细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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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42家农贸市场告别“脏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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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市潭牛镇的居民近日发现!昔日污水横
流#臭气难闻的潭牛农贸市场!自近期完
成改造后!已成为镇里的一大景观$市场
铺上了彩色地砖!菜台全铺大理石!各类
菜品分区摆放!实行亮证经营!整个市场
几乎看不到一片枯菜叶! 几乎没有污水!

干净#整洁"

农贸市场是具有公益性的公共服务设
施" 自 !%%+年以来!我省累计投入 6亿余
元# 多举措推进潭牛农贸市场等一批农贸
市场的改造!截至目前!全省 7% 家农贸市
场已陆续启动改造工作!其中 )!家完成了
改造任务!和%脏#乱#差&告别!并带来了许
多附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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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贸市场多建于上世纪 +%年代
以及 8%年代初期!使用年限已久" &省商务
厅市场体系建设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
建设标准较低! 全省 )%%余家农贸市场普

遍存在设计落后#市场布局不合理#管理欠
缺等问题!%脏#乱#差&问题严重"

根据 '海南省城镇农贸市场规划建设
管理办法(等建设标准!目前我省大部分市
县已陆续开展了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

改造带来的农贸市场环境变化非常明
显" 记者近日看到!文昌市蓬莱镇尚未改造
的农贸市场非常简陋! 市场建筑如一个大
的板凳!四周漏空.市场内!已发黑的旧木
板充当菜台!地面泥巴和菜叶等混在一起!

散发出臭味. 市场四周堆满了垃圾" 据了
解!我省许多农贸市场在改造之前!与蓬莱
农贸市场的状况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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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城市发展和人口变迁等影响! 我省
农贸市场改造包括原址改造#异地新建#原
地扩建等多种模式! 并已带来了加快旧城
改造#农贸市场规划设置更趋合理#企业收
益增加等多种附加效应"

%改造后!市场摊位变得非常紧俏" &乐

东黎族自治县黄流第一农贸市场总经理孙
强义近日告诉记者! 该市场在原址刚刚进
行完升级改造! 尽管摊位费比以往有所提
高! 但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该市场客流量
大幅增加!从而吸引来许多摊主" 海口文华
农贸市场于去年完成改造建设后! 附近居
民买菜更方便!市场摊位出租率也颇高"

在乐东# 海口等地! 通过多项扶持措
施! 一些业主在投资改造农贸市场的同
时!也纷纷进行周边项目建设!加快了城
市发展的步伐" 如乐东利国农贸市场业主
在异地兴建农贸市场后! 正在附近投资建
设商业广场!内有超市#商场#餐饮#娱乐
等功能!这将使周边众多居民的生活需求
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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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我省准备
将全省 )%%余家农贸市场全部予以升级改
造!其中今年将力争改造 9%家"

由于农贸市场改造投入大#回收慢!从

我省及国内一些地区的农贸市场改造情况
看!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分散的农贸市
场进行改造!难在业主认识难统一!改造资
金难筹集"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 我省通过财政扶
持的方式! 正逐步调动农贸市场业主改造
市场的积极性" 在我省已完成改造的农贸
市场中!6%家农贸市场已通过省级验收!共
获得了省市县两级财政补助资金 6)8% 余
万元! 同时这些市场企业自投改造资金共
为 $29亿元"

为加快农贸市场改造进程! 我省一些
市县也正通过加大资金安排力度# 特色政
策支持等方式!探求改造新路" 如文昌市积
极将农贸市场改造配套资金列入当年财政
预算! 现已改造了 $7家农贸市场! 其中 8

家通过了省级验收! 占全省通过验收数量
的 $ 6.海口市今年安排了 $%+%万元的改
造补助资金!这比去年增加了 8倍.乐东通
过增加容积率的方式! 吸引了外来资金投
入市场升级改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