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中小学生走进三亚市一中听课

“黎族文化让人印象深刻”
本报三亚 4 月 18 日电 （记者张靖超 通讯

员王彩娟）“今天关于黎族的课程很有意思，在俄
罗斯，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接触很少。 ”今天
下午， 俄罗斯冬令营活动代表团的俄方教师苏嘉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黎族的文化习俗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下午，48 名俄罗斯中小学师生走进三亚
市第一中学， 与该校高一年级近 90 名学生上了
一堂别开生面的黎族文化课。

课堂上， 三亚市第一中学卞老师分别介绍了
黎族船型屋、 黎族女性文身、 乐器等黎族传统文
化，随后 3 名黎族女生即兴演唱了民歌《叫侬唱
歌侬就唱》，博得俄罗斯师生的阵阵掌声。

“在我印象中，中国的课堂就是只有老师在
讲课，很无聊，但是今天的这节课很有气氛。 ”苏
嘉说，近日来连续接触到许多有关黎族的知识，令
她大开眼界，希望今后还能够再次来到海南，深入
了解黎族的生活习俗。

李观连被提拔为副所长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李关平 通讯

员李苗） 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大致坡派出所民
警李观连，在抓捕持刀嫌犯时身负重伤。记者今天
从海口市委政法委全市政法系统新入警政法干警
代表向李观连同志学习座谈会上获悉， 李观连已
被提拔为大致坡派出所副所长。

据介绍，4 月 12 日， 大致坡派出所民警李观
连在抓捕持刀威胁群众的嫌犯时， 不幸被刺中胸
口，身负重伤。李观连的英雄事迹传开后，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

航空服务
技能竞赛

4 月 18 日，2014 海南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首航杯”航空服务技能竞赛
在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举行。

据悉， 航空服务技能竞赛作为今年
海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比赛的
新增项目， 也是海南省首次举办的航空
专业类职业技能大赛。

图为参赛选手在模拟舱内进行模拟
情景比赛。

文 /本报记者 林容宇
图 /本报记者 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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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保世纪行暨农村生态环境情况专题调研座谈会召开

农村环保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陈蔚

林）今天下午，经过 4天调研的 2014年海
南环保世纪行暨农村生态环境情况专题
调研组回到海口，与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
委、省国土厅、省住建厅、省水务厅、省农
业厅、省卫生厅等相关单位，就调研中了
解到的我省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座谈交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 副省
长何西庆出席座谈会。

“当前我省农村环保工作可谓喜忧
参半。 ”省国土厅相关负责人的观点得
到与会人员普遍认同。 会议认为，近年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省内有
关单位的通力合作下， 农村人居环境已
经得到了明显改善。 但总体而言，由于

农村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够健全、 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足、农民环境保护
意识淡薄等，我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还

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些地区农
村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的现象仍然存在。

康耀红希望各有关单位和职能部门
能从每一个村庄的实际出发， 在现有基
础上，因地制宜，切实加强新农村建设。

何西庆表示， 省政府将继续高度重
视该项工作，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不断完善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将综
合环境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民进海南省委开展
参政议政能力专项培训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张
谯星 通讯员林小惠）今天上午，民进海
南省委举行参政议政工作会议，对参会
人员进行参政议政能力专项培训。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3 年，民进海
南省委共收到各级组织及会员上报的
提案稿件达 80余件。 经充分研究与筛
选，海南民进共向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
提交集体提案 30 件，单独立案 25 件，
大会书面交流材料 7 件， 并案处理 3
件，总立案率达 93.3%。

今年，海南民进参政议政工作有序

开展，年初共收到各级组织、各专门委
员会和广大会员上报的提案稿件达 90
多件，同比有所增长。 民进海南省委共
向省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交集体提案
33件，全部获得立案，立案率达 100%。

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海南省委主委
史贻云表示，海南民进将进一步完善机
制，增进相互学习，举办各类培训，提高
提案质量。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将找准
着力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更好地挖
掘提案素材，积极建言献策，努力提高
参政议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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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旅游 名片 ———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新
政府企业引导 产业就业扶持 诚信经营牢记

守护红树聚宝盆 吃好生态旅游饭

■ 本报记者 刘贡

景区升级
公司牵手渔村

4 月 18 日早上 8 时， 红树林景
区码头边的摊点已经收拾妥当 ，演
丰镇山尾村长宁头村民小组的村民
梁亚琼将椰子整齐堆放地上，芭蕉和
木瓜摆在桌子的第一排，在第二排摆
上菠萝蜜、土鸭蛋，这些都产自周边
村庄。

“现在镇上的人觉得我们生意好，
羡慕着呢！ ”梁亚琼说，本月以来，这里
原本 5 个摊点已经发展成 8 个，景区火
爆，很多渔民转行摆起货摊。

梁亚琼摊点后面的平房挂着“海口
演丰长宁头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的牌
子。 这是全村 68 户 142 农民全部加入
的合作社。自 2013年 11月 9日注册成

立以后， 长宁头村民小组与海南红树林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打交道的各种事宜，
均以合作社的名义进行。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东寨港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 ”海南红树林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显露介绍，按
照约定， 码头从村民手中交给公司来
经营，50 年内， 公司每年要向合作社
支付 100 万元租金， 并保持每三年上
浮 15 万元。

刘显露说，接下来，公司要建游客服
务中心等设施，并改造旧村舍、建红树
林风情小街和商业购物街，逐步完善以
红树林文化体验为特色的滨海乡村旅
游产品体系。“这一系列旅游建设，要依
赖长宁头，同时也造福长宁头。 ”

产业转型
环保重于发财

“我是镇上第一个带头养咸水鸭

的， 现在又是第一个撤出红树林不再养
鸭。 ”坐在行驶于红树林间的观光小艇
上，52 岁长宁头村村民小组组长黄亚光
娓娓道来自己的创业史。

黄亚光从 2001 年开始试养咸水
鸭，后来有人订货，一度发展成咸水鸭专
卖店。 “每年挣个 8 万、10 万元不成问
题。”黄亚光说，养殖咸水鸭会破坏红树
林，心里再不舍，也决心放弃这门生意。
2012 年，黄亚光带头不再养鸭，在镇上
开起了“五爹土菜馆”饭店，但生意却
不温不火。 现在，黄亚光看到农家乐日
渐红火，于是也向政府申请开办一家农
家乐。

演丰镇副镇长李恩浩介绍， 以前，
红树林周边村民的生活来源主要为近
海捕捞、近海养殖、驾船带游客观光红
树林、外出打工等。 而如今为了保护红
树林，养殖完全禁止，捕捞逐步停止，既
不安全又不环保的改造游船也将退出
水面。

对于产业转型， 李恩浩分析说，首
先，将依托红树林、海底村庄等自然资源
优势和文明生态村、绿色慢行通道建设，
开辟集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文化古迹、
珍稀动植物为一体的旅游专线；其次可
借力统筹城乡示范镇的利好政策，乘势
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

经营之道
诚信擦亮招牌

最近找演丰镇委书记王康照的村民
特别多， 原因是演丰镇的农家乐要向镇
里申请才可开办。 想开办农家乐的村民
把王康照堵在门口，天天磨。

“不能放开，一放开就乱了。 ”王康
照所担心的是，农家乐档次、生意好坏，
以及诚信经营问题。 “绝不能出现欺客
宰客，漫天要价的现象，砸了我们红树林
的招牌。 ”

如今演丰镇唐氏渔家乐、 连理枝渔

家乐， 已成为东寨港红树林叫得响的品
牌。 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 连理枝老板
黄河有一套生意经： 大部分海鲜有渔民
上门供货， 部分采购在曲口码头完成。
红树林的生蚝、屠龙、血蚶等都是本地特
色菜。

“连理枝的所有食材采购，不是压
价，甚至还有比市场价高一点的情况。 ”
黄河说，做生意的人，讲公道、诚信，付给
渔民高一点价格， 他们会回报更好的货
品。 长此以往，就保住了原材料的水准。
“用好的花生油炒海鲜；本地鸭收不到，
宁可对客人说抱歉， 也不拿假的充数。
假的一吃就知道，客人一传就不来了。 ”
黄河说。

土鸭蛋生的卖 1.5 元一个， 熟的卖
2元一个。4月卖石榴，9月卖番石榴，芭
蕉常年卖，杨桃一年两季有。梁亚琼认定
“时令水果，新鲜，好吃，客人觉得好又
会再来。 ”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山尾村停车场
开始盈利了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陈南

“停车收费，中巴 20元一辆，小车 10元。 ”
红树林旅游景区火了，停车位不够岂不成了问

题？ 不用担心，山尾村的停车场已经建好了！
“搞旅游，没有停车场可不行！”4月 17日下

午， 演丰镇山尾村村委会主任陈民宝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山尾村共 322 户 1020 余人，以前没有
集体经济，但在村委会楼旁，有将近 3亩闲置的集
体用地。今年 3月，看到红树林景区吸引越来越多
的游客后，村民提出配套修建停车场的想法，随后
得到政府资金扶持。 很快停车场就建好了， 内设
40多个停车位， 加上外围村委会楼前的空地，大
约可停放汽车 80多辆。

这是山尾村第一个盈利的集体项目。陈民宝高兴
地说，由于旅游景区人气旺，每逢周末节假日，这里都
停满了车辆，预计年可增收约 10万元，“村里有了集
体经济，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就有钱了！ ”

尝到了发展旅游的甜头， 村民信心更足了！
陈民宝说，接下来，村里还将利用合作社的平台，
配套发展农家乐餐饮和住宿，目前已初步选址靠
近游船码头的地方，占地面积 10 亩左右，鼓励村
民个人入股，收入归集体分配，入股村民可参与
分红。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特产 销售

旅游 设施

土鸭蛋一天卖了近千个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陈南

一单生意卖了 300 只土鸭蛋，客人整整提了
4大包！ 这让演丰镇山尾村山尾头村民小组 42岁
的村民刘阿姨喜上眉梢。

在红树林景区游船码头， 像刘阿姨一样摆摊卖
特产的村民更多。 今年 29岁的梁亚琼是 9年前嫁进
山尾村的媳妇，一直在红树林边上卖椰子、鸭蛋和热
带水果，“那么多年了，从没像现在这样生意红火！ ”

梁亚琼说， 以前一天能卖十多个椰子就算不
错了， 现在有时碰上旅游团， 一口气就能卖几十
个，砍椰子都忙不过来，土鸭蛋更不必说，“有些外
地游客喜欢成箱成箱地打包带走”。 最多的一天，
她卖掉 100多个椰子、近 1000 个土鸭蛋，以当天
的售价计算，一天进账约 2000元。 “随着红树林
旅游区的名声越来越大， 我们的生财之道将越来
越宽！ ”梁亚琼说。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农田塑料制品降解难、污染重，我省正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不让地膜成“地魔”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哈密瓜刚刚收获，我们正在收集
用过的地膜，稍后会有企业来收走，据说
是要进行再利用。 ”4 月 14 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佛罗镇妇女创新合作社哈密瓜
种植基地负责人石世姨向前来调研的
2014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暨农村生态环
境情况专题调研组介绍。 记者看到，一
摞摞的地膜被收齐叠放，整理过的土地
没有明显残留。

原来， 废旧农用地膜回收再利用在
我省已经形成“潮流”，目前，省内共有
塑料回收加工企业数量达百余家，每年
回收塑料制品近 4万吨。 这些被回收的
塑料制品经过加工后， 又能以新的面貌

重新投入市场。

祸
“白色污染”分解需 300 年

4 月 17 日上午，记者跟随海南环保
世纪行调研组，来到位于三亚市的海南
乐东明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意外地与从三亚、乐东、陵水等地回收来
的废旧地膜再次“相遇”。 不同的是，它
们不再是原本肮脏残破的样子， 实现了
“旧貌换新颜”。

“塑料制品常用聚乙烯制成，在自
然环境中分解需要近 300 年，分解后还
会对土壤、地下水系等造成严重污染。 ”
该公司负责人潘明明介绍， 对塑料制品

回收再利用可以节约农业投资成本，更
重要的是对保护生态环境有着不容忽视
的作用，“农户们都非常支持这项事业，
主动将废旧农业塑料制品回收后或送或
卖给我们，保护自己的土地。 ”

患
农用地膜回收率仅为 30%
但值得重视的是， 尽管我省塑料回

收再利用行业日渐兴盛，但每年还有近
5 万吨来自农业、工业、医药、食品等行
业的废旧塑料制品未被回收利用，其中，
农业方面占了“大头”。 然而，受限于当
前的塑料回收技术， 尽管农用大棚能实
现 100%回收， 喷灌带的回收率也能达

到 50%，但农用地膜由于回收加工成本
高、残值低，回收率仅为 30%，仍有大量
残留农田。

“残破的地膜如不能及时治理，对
植物和土壤的影响是巨大的，耕地将面
临严重的地力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省
塑料行业协会秘书长周鸿勋对地膜残留
农田原因作出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
农用地膜大多厚度在 0.02 到 0.022 毫
米之间，相对较薄，所以易破易碎，很难
实现完全回收。 ”

策
引进生物降解新技术

针对这一问题，记者了解到，目前省

内重点回收加工企业再生产的地膜厚度
增加了，均匀不易破碎，为下一次再回收
打下了基础。 更令人惊喜的是，自去年起，
我省相关部门就携起手来，对引进生物降
解塑料技术进行探讨，并赴各地“取经”，
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主要使用纤维和淀粉
制成的塑料制品或许能在海南推广。

“到那时，再也无需费时费力对地膜
进行回收，因为生物降解塑料能在很短的
时间内， 通过土地里的微生物实现降解，
成为有机肥料，参与生态循环。”周鸿勋认
为， 尽管制作该类塑料制品要采用玉米、
土豆等原料，生产成本较高，但由于不用
考虑回收问题，可制作得更加轻薄。 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 农户投入的成本反而降
低了。 （本报三亚 4 月 18 日电）

游客捧着椰子， 边喝边听村

民讲总理到红树林栈道的细节 ；

观光小艇荡起涟漪 ，不过船夫已

换了身份升级了 “装备 ”；红树林

美食令人垂涎 ，但开办农家乐须

诚信经营。

其实，早在 1992 年 ，海口美

兰区演丰镇东寨港一带渔民就吃

上了旅游饭。 如今，海口东寨港红

树林“华丽转身”，省委、省政府决

定将红树林湿地总体保护和控制

范围由 5 万亩增至 12 万亩，这一

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吃上“生态

旅游饭”的本地村民。

“要让村民们从保护中得到实

惠，引导他们吃‘香’这碗旅游饭。”

演丰镇委书记王康照说。
椰子卖得好 鸭蛋销路俏 游船跑得欢

南航在琼启动 40亿元运力投放计划

首架A321客机落户椰城
本报海口 4 月 18 日讯 （记者许春媚 通讯

员徐勤涛）今天，南方航空公司正式启动 40 亿元
的海南运力投放计划， 首架豪华空客 A321 客机
正式落户海口。据了解，今年南航计划在海南投放
7架全新客机， 其中 A320 型客机 1 架，A321 型
客机 6架，投资总额将超 40亿元。

据介绍， 南航此次注册在海口运营的 A321
型客机产自法国，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制造，
单架客机售价达到 5.2 亿元。 新飞机抵达海口之
后将投放至海口往返北京航线的运营。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总经理王震告诉记者，
作为即将召开的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的钻石
级赞助商，南方航空正在加紧完善在琼的“快捷
中转”航线网络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