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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9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9：
00-11：30

主讲人：傅京亮（北京慧通香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院长、国家香业行业协会副会长）

讲座主题：中国香文化与海南香产业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1

楼报告厅
报名取票：1、短信报名，编辑“订票”加姓

名，发送至089865202275
2、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http：//www.

hnskl.net）订票
3、海口市海府路 49 号大院第二办公楼

三楼取票，电话：65202275
4、省图书馆1楼咨询台
取票时间：9月24日（星期三）9：00开始，

取完为止，欢迎集体组织听讲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国际旅游岛讲坛
9月27日讲座预告

本报文城9月23日电（记者刘笑
非）台风“海鸥”过后，文昌市罗豆农场
原本已经用淡水冲洗过的盐渍化土地，
再次遭到海水浸泡。14个自然村的
6000亩良田盐渍化、大面积已经抽穗
的晚稻受损严重。记者今天采访时了
解到，村民没有放弃重建希望，已谋划
早种冬季瓜菜，弥补台风带来的损失。

“现在好多人说，罗豆农场连遭两

次台风打击，怕是要绝产了。但好消息
是，罗豆农场还不到绝产的地步，坏消
息是，水稻预计将减产40%，很多村民
一年的口粮也许就这么没了。”罗豆农
场副场长林道禧说，“但我们不会坐以
待毙，大家都在想办法恢复生产，想办
法补上村民的口粮。”

而罗豆农场生产科科长张光华，最
近正忙着到各个受灾村落里查看土地

盐渍化情况，下个月，他就将前往江苏
省取经，力求通过外省的先进经验，解
决农场的土地盐渍化问题。

在罗豆农场第二、第五、第六作业
区里，工作人员也忙着调查摸底土地
情况。“这些土地未受海水影响，还能
够种植，我们计划征求村民的意见，从
三个作业区里租一部分土地给失地农
民种植冬季瓜菜，多少能够挽回一些

损失。”林道禧表示，罗豆农场还将引
进企业承包土地种植毛豆，大概能够
短期解决1000人的就业问题。同时，
罗豆农场还积极帮助村民们整理就业
信息，希望通过解决闲置劳动力的工
作，缓解粮食危机。“没有了口粮，增加
一些收入，日子就还能坚持下去。”林
道禧说。

“所以大家都掐着时间，准备早种

冬季瓜菜，提前上市还能收获一个好价
格。”张光华笑着说。

而在面临两次海水倒灌后，海边
的防潮堤成了大家讨论最多的问
题。“现在海防堤应急加固工程马上
就要开始了，短时间内能够防住大部
分海潮，我们也会逐步加固、加高，毕
竟这样的台风，我们再也经历不起
了。”林道禧说。

台风“海鸥”致6000亩良田盐渍化，水稻减产严重

谋划种冬季瓜菜“找补”损失

重建家园

新华社海口 9月 23 日电 （记者
周慧敏）文昌鸡是海南“四大名菜”之
一，文昌鸡产业也是海南省文昌市的
支柱产业。虽然在台风“威马逊”和

“海鸥”的连续打击下，文昌鸡产业遭
受重创，但养殖户们却在积极恢复生
产，盼着文昌鸡养殖能继续带领他们
发家致富。

记者来到文昌公坡镇的一位养殖
户家里看到，被台风损毁的鸡棚又重新

建了起来。养殖户韩少利告诉记者，他
已经养殖了4年的文昌鸡，但今年是最
惨的一年，连续遭遇两次台风。

据韩少利介绍，他原本养殖了4棚
文昌鸡，一共1万多只，第一次台风让
他损失了8000多只，第二次台风又让
他损失了1400多只，着实让他心痛。

然而，面对连续两次天灾，韩少利
并没有失去信心。“一定要有信心，鸡舍
都修了两次了，”他说，“不然生活怎么

过？这次损失了，下次再赚回来！”
其实，让韩少利仍然充满信心的不

仅是因为这几年他尝到了文昌鸡养殖
的甜头，还在于“公司＋农户”的养殖模
式。韩少利说，他一直和海南传味文昌
鸡有限公司合作，经过两次台风，虽然
他养的鸡死了很多，但所有的损失几乎
都由公司承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正常情况下，他一年养两批鸡，一批鸡
可以赚4万元，今年下半年遭遇台风

后，公司对受损农户进行了补贴，除去
养鸡所用的电费、沙土等成本，他下半
年没有亏本，只是赚少了，只能赚1万
多块钱。

在公坡镇，像韩少利这样的养殖户
还有60多个。据海南传味文昌鸡有限
公司公坡片区负责人张圣开介绍，这些
养殖户都是“公司＋农户”的合作委托
养殖模式。“两次台风过后，每个养殖户
都有损失，但为了保证养殖户的积极

性，这些损失都由公司来承担，不让农
户亏本。”他告诉记者，公司在与鸡农合
作前，会签订一份委托养殖合同，约定
风险由公司和鸡农共同承担，如遇台风
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公司将承担绝
大部分损失。

文昌市畜牧局局长陈吉夫告诉记
者，台风“威马逊”让文昌鸡损失了
1800万只，“海鸥”又让文昌鸡损失了
335万只，文昌鸡产业损失惨重。为了
扶持文昌鸡产业稳定发展，文昌市政府
专门拿出1000万元对养殖户补栏进行
种苗补贴和栏舍修复贷款进行贴息。

“目前农户们还是比较积极，迅速做好
栏舍修复和补栏，确保明年春节期间文
昌鸡的供应。”他说。

海南文昌鸡养殖户积极恢复生产

聚心思养好“发财鸡”

罗豆
农场

本报屯城9月23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为了确保省、县重点项目如期推进，9月
以来，屯昌县组成8个检查小组，采取听取汇报、
查阅资料、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进行深入剖析。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问
题，由项目责任单位牵头，加强与各相关单位的沟
通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

今年以来，屯昌南药产学研基地、屯昌农村电
子商务示范县基地、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等多个
重点项目进展缓慢。针对这一情况，屯昌县制定
了详细的“五项重点工作”检查安排清单，组成8
个检查小组，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
等方式进行检查。9月19日前已完成省级、县级
重点项目建设的检查工作，发现了一些存在问题
和不足，对存在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
了整改意见并加以督促落实。

针对存在的问题，屯昌县将努力解决屯昌县
城总规修编、土地利用规划调整、用地用林指标等
影响省重点项目建设问题，破解屯昌卓达新型材
料生产可研示范基地（一期）、屯昌中部农业装备
城、屯昌中心商业广场、海榆中线大同蓬田村至屯
城段公路改建工程等项目建设的瓶颈制约，千方
百计把进度相对滞后的项目抓上去。

据了解，今年屯昌县省级重点项目13个，总
投资17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亿元，截至8月
底已完成投资7.1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55.1%，比上年同期增长22.5%。

屯昌8个检查组
把脉全县重点项目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林先锋

又是一年莲雾季。
今天上午，在定安县黄竹镇白塘村

的果园里，一串串火红的莲雾码放整齐，
等待经销商收购后进行包装。在市场

上，一提10斤装的黄竹富硒莲雾，竟能
卖出300元的好价钱。更不可思议的
是，即便价格高企，仍然供不应求。

黄竹镇资源富集，区位独特，环境优
越，如何用好“资源”与“市场”？紧抓品
质，统一包装，从种产品到重品牌，成为黄

竹镇念起的产业富民经。如今，看着鼓起
的腰包，农户们也感受到了品牌力量。

“一直以来，黄竹镇下大气力推进农
业产业化经营，做优特色农业，做强品牌
农业，做精休闲农业，引导农民闯市场、
促增收。”黄竹镇委书记陈勇告诉记者。

目前，黄竹镇已建起莲雾、富硒椒、水芹
等六大生产基地，形成白塘村主要以富
硒莲雾种植为主、河头村以内洞山鸡和
内洞山原生蛋为主、大统村和南保村以
竹子和竹文化为主、莲堆村以芹菜为主
的一村一品格局。

黄竹镇邀请专业公司为几大农业品
牌设计的包装，大大加强了市场认可度
和产品附加值。色彩简约、充满中国风
书画元素的莲雾手提包装，打出“物以硒
为贵”的口号，彰显出独特品位，再加上
脆甜可口的品质，即便卖到300元一提，
依然供不应求。

黄竹富硒品牌的创建，无疑给黄竹
镇特色农产品插上走俏市场的“翅膀”，
走出了一条“以品牌带动产业，以产业支
撑品牌”的品牌建设新路子，也走出了一
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新路子。

（本报定城9月23日电）

定安黄竹镇全力打造农业特色品牌 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农民从种产品到重品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实

■ 巴览

9月22日，海口市海甸岛春华路发生一起车
祸，一辆公交车将一名两岁半女童碾压致死。肇
事司机称，当时自己没有按计划调头，而是为图方
便直接倒车，忽视了后方盲区。（详见9月23日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一朵还没有绽放的生命之花就这样枯萎了，
让我们感到无比痛心。翻开报纸，我们不难发现，
类似这样由公交车引发的悲剧不在少数。据省内
媒体近日报道，五类营运车辆伤人交通事故中，公
交车事故发生率“位居前列”。而公交车发生事故
的原因主要有三类：公交车在斑马线上碰撞行人；
不按规定进站靠边，与电动车、其他车辆发生碰
撞；失控冲上人行道致人死亡。就笔者乘坐公交
车的切身感受来看，海口公交车辆总体上比较遵
守规则，但问题也层出不穷。笔者多次遇到，公交
车到站后停在马路中间，乘客上下车要穿过机动
车道；在一些没有摄像探头的交叉路口，公交车走
直行道左转抢灯已成常态；最严重的一次，笔者乘
坐的公交车为了赶时间，竟然开到对面车道逆行，
与另一侧的小轿车迎面相撞。这些事例说明，部
分公交车驾驶员完全没有规则意识，没有公共观
念。他们的这些行为，已经影响了正常交通秩序，
让公交车屡屡成为“麻烦制造者”。

近年来，海口等地的公交车在方便乘客出
行、舒缓交通压力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公交车引
发的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总量依然不少。出现
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于线路多了，车辆多了，驾
驶员多了，管理难度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恐怕在
于，针对公交车行驶安全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
关管理者和运营者没有及时调整管理方式，没有
尽够安全管理义务，导致漏洞不断，甚至出现持
假驾照开公交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对此，绝不
能漠然视之。

如果，公交运营者和驾驶者都能多一分责任
感，都能充分考虑到乘客、行人和其他车辆的安
全，都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驾驶要求，一些惨剧
就不会发生，我们的公共交通也将更加顺畅。

公交车不能给
城市交通“添堵”

新华新语

论见

新闻背景

9 月 22 日是
世 界 无 车 日 。
媒体报道，一些
城市在这一天
依旧拥堵。无
车日为何遇冷，
城市交通压力
不断加大根源
何在？这些问
题再次引起人
们热议。

■ 正言

今年世界无车日与往年不同，许多
城市的管理部门都接纳了群众的意见，
取消走形式的“一日秀”，不再划设“无
车日限行区”，让往年“限行区内空荡
荡、限行区外车挤挤”的纠结不再重
演。但是媒体以三亚为样本采访所披
露的“大多数市民对无车日知之甚
少”、“响应绿色交通方式出行者少”，
甚至很多路段还持续出现车流高峰等，
也反映出了实现低碳生活方式亟待破
解的窘境。

低碳出行难在哪里？既有道路建
设、公交配置等城乡公共交通硬件的缺
位，也有公众在理性购车、绿色出行等
观念上的软件不足。在“软硬兼施”之
中，不少民众或因为时间、路段等限制，
或因为跟风、攀比等心态，把自驾作为
出行的首选、代步的必选。

要改变平日常拥堵、无车日也难行
的局面，首先便要厘清“大公交”的概
念，在公共交通的硬件上做“硬气”文

章——要认识到包括公交大巴、出租
车、中巴车、地铁、轻轨、水上巴士等，凡
是为公共交通提供服务的，都属于“公
共交通”体系，理应在发展规划、项目建
设等方面获得相应的重视。同时结合
其运行特点予以扶持，如公交大巴专用
道建设、公共自行车连通社区“最后一
公里”、公交大巴中巴的夜间服务等，为
公众的便利出行提供应有的保障，减少
小车族“高碳出行”的必要。

其次，还要深化“大公交”的责任
感，在“公民交通”的软件上强调权利与
义务——要让每个人在享受便捷的公
共交通服务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作为公
共交通的参与者，也有着不可推卸的、
保障公共交通畅通的个体义务，并落实
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如增强环保意
识少开车、不抢行不加塞文明行车、守
红灯走斑马线文明走路等，为有序高效
的道路交通增加“软实力”。

也只有“公交硬件”、“公民软件”两
个轮子协调前进，与汽车文明所伴生的
交通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缓解。

路难行考问公众出行观
■ 海风纯

媒体有关无车日三亚应者廖廖的
新闻，撞击着笔者的心灵。说实话，有
点惭愧，作为“老司机”，无车日虽已实
施多年，但无车日到来之际，反而却将
其忘得一干二净了。无车日的初衷，是
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理念，鼓励
市民减少驾驶私家车出行，以减少城市
拥堵和环境污染。然而，其遇冷的尴尬
现状，实在有必要引起反思。

任何一种生活理念的倡导、培育，
是需要通过营造氛围来凝聚共识的。
社会氛围的形成，往往需要靠政府引导、
媒体宣传形成合力来推动的。曾记得，
前些年每当无车日前夕，政府、媒体都会
大张旗鼓的加以宣传，社会氛围很浓。
反观如今，社会热点事件太多，媒体的关
注点和兴奋点已发生了变化与转移。缺
少舆论的关注，无车日的影响也就显得
日渐式微，甚至逐渐被人淡忘了。

以当下的国情，领导的身体力行，
往往具有不何替代的示范意义和风向

标作用。以往无车日，还能听说某某领
导乘公交或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的消
息，不管这种行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有

“作秀”之嫌，但它确实能引起社会对绿
色出行的关注。显然，如果社会只是一
味倡导普通市民绿色出行，而领导官员
不能率先垂范或以身作则，依然乘专车
一路绝尘而去，绿色出行的社会共识就
很难形成。

当然，无车日遇冷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的公共交通系
统不发达，民生欠账太多。以海口为
例，随着私人小轿车的飞速增长，城市
的交通拥堵、停车难的问题也日益凸
现。其实，越来越多的有车族并不愿意
开车出行，但由于公交系统不发达，再加
之“打的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导
致不少人“迫不得已”驾车出行。如果片
面认为市民素质欠缺，未免有些苛责了。

其实，绿色出行应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而不应只在无车日才加以宣传、
重视。只有进一步完善公交系统，“无
车日”的理念才能得到真正深入人心。

公交不完善 绿色出行难 涛声涛声

近日，湖南长浏高速“天价施救费”
事件再次触痛公众神经。据媒体报道，
一辆货车撞上护栏后，车辆救援站将其
拖到5公里外的停车场，竟向车主索要
施救费2.7万余元。

近年来，类似“天价施救费”频频出
现。去年11月底，甘肃境内一货车与前
车发生追尾，汽车救援公司要求收取拖
车费2万元；去年8月，山东一辆运输车
在江苏淮安发生侧翻事故，施救方索要
施救费14.7万元；去年6月，张石高速河

北保定境内一油罐车发生交通事故，清
障公司要求收费8万多元……一起又一
起“天价施救费”事件，引来不少批评。

尽管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四年前
就下发了《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
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但施救费依然
高得离谱。面对强烈民意，相关部门一再
以“由市场调节”、“法律规定不明确”进行
推诿，放任“天价施救费”继续存在。

天价施救费背后，或许真的隐藏着
官商勾结的腐败利益链条。虽然有关部
委下文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不得指定
社会救援机构实施拖移并收取费用，但一
些高速公路车辆救援站还是与当地相关

部门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
些救援公司名义上不隶属于政府部门，
但基本上还是被指定为唯一的救援公
司。垄断经营之下，车主只能任人宰割。

确保道路畅通，也是各地公共管理
服务的范畴。既然是带有政府服务性
质的清障工作，不应该完全以盈利为目
的，就像 120 救治病人、119 救火、市政
工程车抢险一样，不应该漫天要价。对
此，相关部门理应核算高速公路施救的
合理成本，制定出明确、合理的统一收
费标准，公之于众。只有这样，才能让
损害政府形象的“天价施救费”闹剧早
些退出历史舞台。 （史卫燕）

“天价施救费”闹剧早该收场了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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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据报道，陕西宁强县
干部在会所打架，导致一人脸部受伤
被缝76针。宁强县委决定撤销涉事人
领导职务。中央重重禁令下，出入会

所是藐视党纪。公然打架斗殴伤害他
人，破坏社会秩序，是藐视法律。如此
干部，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只是，降
级的同时，别忘了追究伤害他人的法
律责任。

@人民网：为争购iphone6，几名同

胞居然在美国苹果店外拳脚相向。看
似滑稽的新闻背后，暴露的是部分国人
无处不在的浮躁与冲动。争利也好，尝
鲜也罢，既然走出了国门，你就是国家
形象的代表。守点规矩多些谦让，有那
么难吗？心态不改陋习不除，下一次丢
脸的，还是你！

据报道，中国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
业委员会对地方2700多个政府部门的
便民电话进行了明察暗访，结果显示，服
务质量合格率仅为48.9%。拨打这些电
话，有时只能听到忙音，有时却得到“不
清楚”、“不知道”的答复。

近年来，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开设了
便民电话，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有
的部门更在乎形式，只关注便民电话的
开通，而不去管便民电话的实际效果如
何，不在乎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对其缺

乏后续管理和问责。对照专业委员会发
现的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好好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和下属单位、部门的便民电话
到底便民不便民，是让群众舒心了还是
给群众添堵了。这正是：

拨号问政传忙音，
便民电话不便民。
如此服务为何故？
只重开通少耕耘。

（文/石言 图/美堂）

微 评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