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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黄良策

从一个农机修造厂的下岗工人，到
一个痴迷于椰雕艺术品的“椰壳疯子”，
再到一个打造出让商家抢疯了的椰壳
工艺品的创业者，万宁人符冬波在椰壳
里实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

“下岗10年了，真没想到我能走到
这一步。”在万宁市大茂镇大园村，站在
自己开办的椰壳工艺品厂里，符冬波有
太多感慨。

2005年，在万宁市农机修造厂当工
人的符冬波下岗了，从小对椰雕兴趣浓

厚的他索性从零开始，做起了椰壳工艺
品生意，并前往义乌、海口、文昌等地考
察学习。10年里，他尝试过景观类椰
雕、椰壳粗加工零件、传统椰壳工艺品、
椰壳厨具，他突破过、失败过但最终成
功了。

有了灵感便起床捣腾，哪怕当时是
凌晨4点；整天不是对着椰壳，便是对着
电脑找创意，妻子扯断了网线，他便跑
到网吧接着钻研；为了钻研椰雕，他投
进了所有的积蓄，女儿的大学学费，还
是他找朋友挨家挨户借来的；家里的钱
变成成堆的椰壳，几乎要把房子埋进去
……妻子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了他面前，
朋友们都说他疯了，几乎没有人看好
他。

他探索过。
“开始时一门心思地想搞椰雕，也

做出了一点名堂。”符冬波的办公室里

摆放着一盆桃树，桃果姿态各异、栩栩
如生，桃叶脉络精致、维妙维肖，凑近看
才发现是椰壳雕塑而成。这件立体工
艺类的椰雕在业内属创新之作，曾在
2010年海南省首届工艺美术精品展上
获得铜奖。

但打造一件精美椰雕耗时耗力，无
法进行批量生产，符冬波又开始思索新
的出路。

他失败过。
“大把大把的钱砸进去，跟着海南

椰壳传统工艺品企业做椰壳扣、椰壳花
瓶、娃娃、椰壳包，都没有市场。”2012年
时，符冬波的生意陷入了泥淖，痛定思
痛的他决定再次创新，走精品化路线。

“我对机械很熟悉，一直想把椰壳
工艺品与我的特长结合。在多次去浙
江考察后，决定引进半自动化流水线生
产方式，打造实用的椰壳厨具。”再次结

合实际考察市场后的符冬波对产品作
了重新定位。

这一次，他成功了。
符冬波出产的椰壳厨具，在2013年

我省选拔参展某项全国性博览会时一
经亮相，便一炮打响，引起了业界轰
动。海南省旅游商品企业协会会长余
从武给他发来一条短信：“你疯了没？
反正大家都疯了。”

汤勺、水瓢、筷子、捞勺、储物盒
……符冬波研制推出的一系列椰壳厨
具，让经销商们都抢疯了。“我打磨给女
儿用的一把汤勺，都被人买走了。”符冬
波对这个细节记忆深刻。

成功并非偶然。在符冬波的带领
下，记者参观了这个简陋的工厂。工作
车间里，每名工人都守着一台机械，或
是切割，或是打磨，或是拼接，低头忙碌
不停。符冬波拿起一支粗加工的椰勺

向记者介绍，从椰壳到一把椰勺，一共
要经历42道工序，由于椰壳大小不一，
厨具对手工依赖程度较高。

“光是找这个胶，都用了两年。”符
冬波说，勺与柄之间的胶水也需精益求
精，使用的胶水要求是可食用无污染胶
水。为此，他曾往来广东、上海，买回来
一大堆胶水试用了一种又一种，直到可
以通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

采访过程中，符冬波的手机响个不
停：“不好意思，实在没货了，都订完
了！”挂掉电话后，符冬波解释，由于现
在工厂规模小产量低，向他订货的经销
商已经排到了明年。

“明年一开春，就扩厂，那时候，你
们就是元老级的师傅啦！”符冬波手一
挥，冲手下14名工人许诺着更美好的梦
想。

（本报万城3月7日电）

从下岗工人到椰壳工艺创业者，符冬波屡败屡战终有成——

小椰壳雕出大市场 本报定城3月7日电（记者赵优）记者日前从
定安县教育局获悉，该局近日对长期不在工作岗
位，却按月领着财政工资的刘宁生等8人予以查
处，追缴财政资金20多万元。

经调查核实，该局下属单位雷鸣中学刘宁生、
定安县职业学校蒙权、新竹镇中心学校李民、岭口
中学周龙胜等8人，长期因病而未及时办理病休
手续，不在工作岗位，却按月领着财政工资“吃空
饷”，经定安县教育局党组会议决定，对“吃空饷”
的8人已领取的财政工资进行追缴。

查处8名“吃空饷”人员
追缴资金20多万元

本报万城3月7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走进
万宁市礼纪镇贡举洋，一眼望去，千
余亩的青瓜地显示着丰收，一根根饱
满的青瓜挂满枝头，三三两两的农民
满载着瓜菜，赶着把早上采摘好的青
瓜运往收购点。

据了解，万宁市计划种植的冬季
瓜菜16.8万亩，实际种植16.87万亩，
超额完成种植计划。其中，青瓜种植
面积1万多亩、椒类种植面积4万多

亩、苦瓜2万多亩，这些瓜菜4月底将
全部上市，预计总产量达20多万吨。

在田头，记者发现了百余盏太阳能
杀虫灯。“这是政府给装的，晚上亮起来就
能诱杀害虫。”礼纪镇贡举村委会书记曾祥
艳介绍，太阳能杀虫灯、黄蓝板等，可灭杀
80%的害虫，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
以上。“算下来，光这一季冬季瓜菜，每亩能
省不少成本呢！”曾祥艳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平均下来，每亩能增加收入100多元。

据了解，万宁市从2013年开始试

点绿色防控技术，农业局去年投入
60多万元为农民购买发放太阳能杀
虫灯以及诱杀害虫的黄蓝色板等设
施。目前，贡举洋、六合洋、大奶洋等
种植冬季瓜菜的几个大田洋均建立
了绿色防控示范区，面积已达 2 万
亩。同时，建设和培养专业防控队
伍，这些由乡镇和村委会人员组成的
防控队伍在当地统一施药，严格用
量，避免种植户用药过多。

“为保证冬季瓜菜绿色安全，我

们切实把好田头检测关、收购点管理
关、瓜菜出岛发证关。”该市农业局
副局长李可文告诉记者，每个收购
点均有检测人员对出岛的瓜菜实施
全面的抽样检测，如果发现农药残
留超标，将不发放出岛证，如果二次
检测仍不达标，瓜菜将被强制处置，
不准流入市场。而豇豆、苦瓜、四季
豆、西瓜4个品种瓜菜还有“特殊待
遇”——每一车都不能漏检，保证瓜
菜安全无害。

试点绿色防控技术、把好田头检测关

万宁16万亩冬季瓜菜陆续上市

本报海口3月 7日讯 （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王花）今天上午，2015年国际
旅游岛讲坛开讲仪式暨首场讲座在省图
书馆举办。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袁志刚为椰城
听众讲解“自贸区建设与中国经济进一
步改革开放”。

据介绍，讲坛自2011年7月开办以
来，已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155名，
组织讲座183场，编印《讲座早报》98
期，出版《讲坛报告选》4辑，现场听众
达10万人次，还通过录制电视节目，创
设三亚、儋州分论坛，组织讲座进机关、
进高校，在《三亚日报》开辟专栏，开通
公众微信等，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分享和
珍视的文化名片。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讲坛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讲坛不断提高讲
座质量，吸引更多的听众参与。

国际旅游岛讲坛
2015年首场开讲

本报海口 3 月 7 日讯（记者卓兰
花）妇女节期间，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联合举行“三·八节
健康成就女性幸福”大型公益活动。
今天上午，来自海南现代妇婴医院的
11 名医护人员到海口市福利院，为
100多名孤儿和老人做健康检查，还送
去了牛奶、饼干、玩具、尿不湿等价值
4000多元的物资。

据悉，此次健康检查中的抽血化验
将检查血糖（末梢血）、微量元素、肝功
能、肾功能、血常规等。“由于福利院没有
相关设备，这些项目无法自己做，我们来
帮忙。”海南现代妇婴医院相关负责人刘
绯飞说，三八妇女节期间，医院做了一些
关爱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医院和医护
人员的支持。对此，海口市福利院儿童
部林主任说，这次体检非常的好，能全面
掌握孩子、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现问
题可以及时治疗。

此外，3月8日至12日，海南籍贫困
母亲凭低保证到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可享
受免费体检；其他女性体检套餐7折，整
形和激光美容项目8折，门诊检查费、治
疗费、手术费9折。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推出公益活动

贫困母亲免费体检

本报屯城3月7日电（记者刘袭 通讯员邓
积钊 李境津）屯昌县南坤镇坡寮村的贫困户黎大
槟今天高兴地对记者说：“过年前，我还在想年后
养什么增加收入，还没有等到过年，县纪委的人就
给村里送来了鹅苗和鸡苗！”他家领的是鹅苗，他
说他一家人要苦干，争取早日脱贫。坡寮村是县
纪委包点扶贫的村。

春节前，县纪委领导班子到南坤镇坡寮村
实地了解到，村里21户贫困户想通过养鹅和山
鸡致富，但却苦于没有资金和技术。了解情况
后，县纪委与畜牧局、扶贫办等有关部门协调，
年前给坡寮村21户贫困户扶持了1365只鹅苗
和近170只山鸡苗，邀请了专业养殖技术人员
到村里给村民现场授课，指导贫困户掌握养殖
技术。

近两年来，屯昌县纪委在包点的南坤镇坡寮
村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做包点村贫困户的
贴心人，每名干部联系一名困难户，实行“一户一
计”的帮扶模式，除了经常去贫困户家串门外，还
给他们送去猪苗、鸡苗和鹅苗等，并请专家给他们
上课，帮他们脱贫致富。

县纪委“一户一计”
帮扶贫困户

本报营根3月7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黎
大辉 通讯员吴书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食药监
局近日出动执法人员和食品流动检测车，到各景
区检查食品安全，确保游客舌尖上的安全。这是
记者今天从县食药监局获悉的。

今年以来，来琼中的游客量大增，春节黄
金周共接待游客人数 4.06 万人次，同比爆增
62.4%。为保障好游客和居民的饮食安全，维护
良好的旅游形象。县食药监局出动执法人员和
食品流动检测车，在各个旅游景区对餐饮接待
酒店、农家乐进行监督检查，落实好进货查验制
度，禁止使用“三无”食品，来源不明食品、过期
食品等。要求企业对食品加工区做好明确标
识，防止食品交叉污染。对所供应的菜品一一
抽样，并进行快速检测，发现可疑产品立刻抽样
送至食品检验所进行检验，切实保障好食材的
安全及卫生。

该局近日共出动执法人员和检验人员16人
次，检测车辆4次，共检查旅游接待饭店4家，农
家乐2家，抽检米面制品7批次，蔬菜水果肉类共
24批次，结果均合格。

食品检测车巡查景区
保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单憬岗）
随着海口金牛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于
近日竣工，昔日水质清澈、波光粼粼的金
牛湖有望重现。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口市
水务局获悉的。

近年来，由于周边饭店、汽修厂、加
工厂、垃圾站以及居民区任意倾倒废水
废物，使面积300余亩的人工湖杂草丛
生，湖水浑浊。

为此，海口市政府决定实施金牛湖水
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并纳入2014年为民
办实事的生态环境整治中。工程主要包括
南入口污水处理站、内源污染治理、湖体生
态系统构建水质日常保持等内容。

今天，记者看到南入口污水处理站
的值班室、消毒间、发电机房、鼓风机房
和脱水机房等各项建筑和设备已建好，
设备都已安装完毕，已完成了湖底淤泥
清理，现在开始通水调试并培养微生
物。现场工作人员吴孝祥告诉记者，污
水进入截流井后经过若干环节净化后，
进入人工湿地再次净化，最终流入金牛
湖。金牛湖在本工程实施后，主要水源
为雨水以及南入口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
达标尾水，在无其它污染源进入的情况
下，现有水体将逐渐被优化。

海口金牛湖水环境
综治工程竣工

行进海南

精彩故事

本报讯（记者徐一豪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
讯员曾京）新学期开始，儋州各学校陆续开学。
近日，儋州公安、消防、教育等多部门联合行动，
对市区各学校周边的学生出租屋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

据悉，由于学校宿舍不够，儋州不少学校的
学生只能在校外租房住宿，消防安全问题令人关
注。以儋州市第一中学为例：在校学生近5000
人，但学校宿舍只有1000来个床位，4000多名学
生租住校外。

据介绍，为尽可能多赚取房租，节约成本，
一些出租屋的房东通常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
修，将房间分割成数间，消防安全隐患巨大。

为切实加强对学校附近出租屋的消防安全监
管力度，近日，儋州多个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
全面彻查学校附近群租房。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发现，大多数出租房存在人员多，居室面积小，
杂物乱摆乱放，严重堵塞安全疏散出口和疏散楼
梯等消防安全隐患。对存在问题的出租屋，工作
人员对屋主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现场整改。

检查校园周边出租屋
排除消防隐患

3月6日，在琼海市博鳌
镇朝阳村委会的农田里，来自
附近村子的农户们正在一块
承包地里采摘辣椒，老板给他
们的日工资是100多元。

据了解，农户们原来大
多都在城市里打工，而现在
很多人并没有像以往那样，
春节过完就进城务工，而是
留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农户在
家门口打工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志强 通讯员 符思旎

她是一位地中海贫血症患者，从没
上过学，12年来，她在与病魔作斗争的
同时，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找寻自己的价
值。她叫兰丹，白沙龙江农场茶山9队
的一名15岁女孩。日前，她通过互联
网向社会发出呼唤，希望有人买她的十
字绣，以帮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

日前，记者随白沙民政局、妇联、团
县委等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到兰

丹家，见到了这位命途多舛的小姑娘。
如果不是其父兰海平介绍，你很难想象
眼前这名身高不足1米、黑瘦黑瘦的女
孩已经15岁。

由于患上地中海贫血症，兰丹脸部
变形，自小遭人歧视，兰丹仅上了2天
幼儿园就没再上学。3年前，她见到别
人做十字绣，产生浓厚兴趣，回来后自
己慢慢琢磨，学会了。她从网上选图
案、买材料，在帮父母做家务之余，一针
一线做起了十字绣。

《家》、《马到成功》、《黄金满地》、

《家和万事兴》……兰丹一幅幅向来客
展示她的作品，尽管变形的脸蛋上看不
到笑容，但滑落的泪水足以表明她内心
的激动。这名淳朴的小姑娘告诉记者，
她希望变卖自己的十字绣，为爸妈分担
一些生活的压力。但是，她并不知道自
己的作品能卖到多少钱。

据了解，兰丹的父母没有固定工
作，家庭月收入不足2000元，一家人寄
居在鱼塘旁边的瓦房里。兰海平说小
女儿兰丹在3岁时被发现患上地中海
贫血症，5岁时脸部开始变形，12年来

都在治疗，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去输
血。为了给孩子治病，兰家目前已欠下
20多万元外债。兰海平说，尽管有医
保、低保，但长年累月的治疗还是让他
不堪重负。

了解清楚兰家的现状后，白沙民政
局、妇联的负责人均表示将尽力帮助他
们。白沙妇联副主席周春花说，她计划
策划一个义卖活动，帮帮这个可怜的孩
子。而该县民政局副局长王强也表示，
将从民政医疗救助方面尽量给予救助。

（本报牙叉3月7日电）

白沙女孩兰丹网上卖十字绣，望减轻家庭负担

一位“地贫”女孩的期盼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单憬
岗）“今年是个好年景，你看看这长满
田头的佛手瓜和辣椒。”3月4日，遵
谭镇咸谅村常年瓜菜基地内，种植户
王喜贵正从架子上悉心采摘佛手
瓜。“基本都预订一空了，辣椒收购价
在每斤2元左右，种植户每亩至少可
获利1万元；佛手瓜收购价在1元左
右，每亩至少可获利6000多元。”这
是海口今年冬季瓜菜生产销售的一
个例子。去年下半年以来，海口市采
取一系列措施冬季瓜菜产销取得良
好效益。

去年下半年海口天气变化比较

大，农业损失惨重，对瓜菜生产影响
大。为此该市将冬种瓜菜生产的种植
面积，具体落实到村、到田洋、到地
块。积极组织农民开挖排水沟、晒田，
及时排干稻田积水，推行“稻—稻—
菜”和“中造稻—菜”轮作方式，扩大
种植规模。

海口今年还依据资源优势和种植
经验，积极发展市场好、效益高的主导
品种，提高产量和质量，如龙泉五一
洋、东山东红洋的长豆角；云龙北庄洋
的辣椒；石山的青皮冬瓜；遵谭、永兴
的佛手瓜；东山洋的苦瓜等。

这几天，记者在秀英港看到，满载

着瓜菜的大卡车昼夜不停地从这里驶
出岛外，送往全国各大农贸市场。由
于去冬今春海口冬季瓜菜生产势头良
好，加上注重质量与品牌建设，迄今海
口瓜菜上市约10.5万吨，其中7万多
吨瓜果菜出岛销往北京、上海、武汉等
70多个大中城市。

为进一步打开外地市场，海口根
据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种植时间，错开

“两广”早春瓜菜高峰期上市“撞车”。
海口还针对内地大棚和“两广”地区冬
季豆类种植难度较大，部分瓜类上市
较迟，豆类和部分瓜类价格相对稳定
等情况，今年适当增加豆类、部分菜用

瓜类种植面积1.32万亩；减少椒类种
植面积0.94万亩。海口市农业局长林
劲说：“我们是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品
种，扩大适销对路品种的面积。”

据悉，目前海口田头收购价格坚
挺，尖椒每公斤 3.0 元，线椒每公斤
6.0元，泡椒每公斤5.2元，中椒每公
斤3.2元，佛手瓜每公斤0.4元，小番
茄每公斤5.6元。例如，仅春节期间
西江村每天至少有1万斤泡椒销往
内地市场，部分村民靠种植泡椒走
上致富之路，每年仅靠卖泡椒、圆
椒，西江村村民就有至少300万元进
账，增加了农民收入。

7万多吨瓜果菜出岛销往北京、上海、武汉等70多个大中城市

海口瓜菜丰收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黄能 通讯员符尚玲 特约记者
高智）记者近日从东方市交通局获悉，该市第一个
加气站日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目前，该加气站
正处于试营业阶段，日加气量达1吨左右。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东方市工业大道的中石化
加气站看到，出租车正陆续前来加气。据加气站
有关负责人介绍，加气站目前共有3台CNG加气
机，1台LNG加液机，每台机都配备了两把加气
枪。前来加气的出租车司机周义坚告诉记者，过
去出租车加汽油成本较高，目前加气站建成后，每
500克天燃气3.99元 ，出租车跑一公里只需0.4
元，比加油少0.2元左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
租车运营成本。

据了解，该加气站是东方市建成的第一个加
气站。出租车使用天然气，是该市交通行业改善
汽车能源结构、降低能耗，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重
要举措。

首个加气站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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