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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皮是海南特色水果，含丰富的维生素
C、糖、有机酸及果胶，它全身都是宝，有多种
功效，果皮及果核皆可入药，有消食化痰、理
气功效，用于食积不化、胸膈膜痛、痰饮咳喘
等症，并可解郁热，理疝痛；叶性味辛凉，有疏
风解表，除痰行气功效，用于防治流行性感
冒、温病身热、咳嗽哮喘、水胀腹痛、疟疾、小
便不利、热毒疥癞等症；根可治气痛及疝痛。

夏天吃黄皮，可将果肉、果皮和果核放在
口中嚼碎，连渣带汁一并吞下，味虽有点苦，
但可以起到降火、强心的作用。热天户外活
动，口渴或头脑闷热不适时，嚼几个黄皮，不
但生津止渴，而且可预防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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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的黄皮怎么还没上市？”端
午节过后，不少偏爱儋州黄皮的消费
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正常年景，
端午节之后，吃过儋州粽子就可以吃
儋州黄皮。然而，今年端午节过去10
多天了，儋州的黄皮还是没有动静。

“儋州黄皮马上就熟了。”6月20
日，儋州市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符在明说，今年气候有点异
常，前期遭遇低温，后期又逢天旱，儋
州黄皮上市正常年景推迟约半个月。

黄皮是海南特色热带水果，全省
各地均有种植。说起黄皮，海南民间
有传一句俗语：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
黄皮看大成，大成黄皮看南吉。

南吉是儋州市大成镇一个自然

村，虽然只有36户村民，种植的黄皮
也只有160多亩，但是，这里的黄皮品
质非常好，吃过的人都很难忘记。

南吉村种植黄皮历史悠久，被誉
为海南百年黄皮园。这个说法并不夸
张。走进南吉村百年黄皮园，远远就
能看到一株长得又扁又薄的黄皮树：
一面是粗糙的树皮，一面是裸露的褐
色树干，但是，上面还是挂着一串串青
黄色的黄皮果子。

“这株黄皮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村里一位100多岁的阿婆曾经说过，在
她小时候这株黄皮树就是这种只剩半边
的样子。”符在明指着地上的树根说，从
树根形状分析，这株黄皮树曾经像其它
黄皮树一样，树干也是圆形的，直径应该

有30厘米，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树干只
剩下五分之一的样子，变得又扁又薄，看
着让人担心，但是，无论刮多大的风，无
论气候如何异常，它都毅然挺立，顽强生
长，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株黄皮树在南吉百年果园还不
是最老的。在果园的另一个角落，有一
株长势更旺的粗壮黄皮树，上面挂着一
个儋州市园林管理局制作的牌子：古树
名木，树龄约300年，二级保护。

这株300年的黄皮树今年结果累
累。符在明说，从挂果情况看，可采摘
黄皮80斤，按照去年的行情，产值至
少有800元。

海南的黄皮，一般园里收购价五
六元，儋州的黄皮，以前也卖不上价，

但是，近两年来，通过多方面宣传推
介，使消费者看到儋州黄皮品质，儋州
黄皮的销量迅速扩大，推动价格不断
上涨。

符在明说，像南吉村出产的黄皮，
粒大颗圆、皮薄肉厚、汁多籽少、清甜
爽口，与其它黄皮差别比较明显，去年
每斤卖到10元，到最后都供不应求。

儋州黄皮为什么品质比较好？儋
州农技中心有关负责人分析，儋州黄
皮多是农民房前屋后、山前山后载种，
种植方法生态，不施用化肥，不打农
药，甚至不剪枝修枝，黄皮都是自然生
长，因而口感比较好。

走进南吉村百年黄皮园，鸟语花
香，杂草丛生，完全是一派自然乡村风

光，看不出一点商业果园的痕迹。
符在明说，由于气候异常，今年黄

皮不仅上市推迟，而且产量也比正常
年景减少20%左右，但是，黄皮品质
还可以，从往年市场需求量来看，今年
价格可能要有所上涨，近几天来，已经
有不少老客户前来洽谈订购了。

据了解，儋州全市种植黄皮
2000亩，但进入采摘期只有1000多
亩，今年上市在6月25日左右，整个
采收期预计约两个月。黄皮不仅作
为鲜果来食用，而且越来越广泛用于
加工其它产品的调料，儋州黄皮的市
场需求年年扩大，今年由于减产，儋
州黄皮供应有可能出现紧张情况。

（周月光 张琳）

儋州黄皮就要熟了，约吗？

⬅ 儋州南吉村的黄皮。 平宗 摄

南吉村百年黄皮树。 周月光 摄

⬆ 黄皮挂满枝头。周月光 摄

儋州黄皮销售热线
13086038371（符理事长）
15808959063（符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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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成了流浪汉居容所？有
网友发帖称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图书
馆遇到了多名“流浪人员”，身上有异
味，引起网友热议。馆方回应称，“流
浪者”身份不实，而图书馆向公众开
放，会平等对待每一名读者，不拒绝
任何人进馆阅读，但会善意提醒读者
注意卫生。（6月20日南方网）

尽管“流浪者”身份不实，但其背后
的网友热议依然值得深思。网友潜意
识里所要表达的正是对流浪人员及其
阅读权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发生的地点
正是寓意文化开放、包容的图书馆里，
在精神文化的高地里精神矮化的丑陋

思想才是最值得批判的。馆方的“开
放、平等”的回应值得肯定，其实类似的
争议言论已经多次发生，杭州市图书馆
馆长褚树青在2009年的一句回应“我无
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
开”，曾风行网络，更被业内人士奉为圭
臬。而在此之前，杭州市图书馆就开始
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乞丐和
拾荒者，图书馆对这些特殊读者的唯一
要求，就是把手洗干净再阅读。

乞丐与拾荒者、流浪人员能否进图
书馆，这本不该是一个问题。图书馆作
为社会公共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是理
所当然的。尤其是我国图书馆的建设
维护费用大多来源于国家拨款，图书馆
服务于全体公民的意义自不必说，其对
全民开放的义务也义不容辞。何况建
设公共图书馆的初衷，就在于促使全社
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风尚，服务于精

神文明建设。免费、开放、平等等理念，
这些都应是图书馆服务于大众阅读的
公益性内涵所在。公众有权利走进图
书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享受图书馆
的服务，乞丐也好、其他职业人士也好，
都是读者，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公共图书馆应当是公众自由穿行
的空间，穿行的人群不应因为他们的职
业、身份、外貌等不同而享受别样的待
遇。图书馆欢迎每一个人，不论长幼贫
富，不论肤色种族和国籍……不仅在中
国如此，实际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都是
如此践行的。如在欧洲许多国家，公共
图书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馆规：不论你
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贵族还是乞丐，
都不需要任何证件、任何费用即可进入
任何一个图书馆，只有将图书或资料带
出图书馆才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在美国
公共图书馆借书，只需要出示一下有自

己姓名和地址的证件即可。除公共图书
馆外，很多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包括私立
大学的图书馆也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与完全社会化的图书馆并无区别。

实际上，图书馆也是最能体现一座
城市的文明程度的地方，正如阿根廷国家
图书馆前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所言：

“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
样。”在很多国家，一些公共图书馆正是无
家可归者的好去处，图书馆提供免费洗澡
的地方，内设空调暖气，避免了流浪人员
遭受寒暑煎熬。一所图书馆对流浪人员
的态度，大抵就是一个城市对于流浪人
员的态度，其包容与否、关怀与否，大抵
也能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知识文化、追求
精神信仰的权利，而一个文明的国家
则会尽可能地为满足其阅读兴趣和求
知欲望创造条件。无论他们是衣衫褴

褛，还是蓬头垢面，这并不妨碍他们享
有与我们别无二致的权利——作为公
民、作为纳税人理应享受到的国家提
供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其中
就包括文化服务。甚至对于这种在恶
劣条件下依然保持高尚精神追求的人，
我们理应肃然起敬，更加尊重才对。

网友的争议，也折射出现实中我
们有一些人对这一群体缺乏应有的尊
重，而这只能凸显出我们自身的识见
肤浅、修养不够和精神贫瘠。无论他
是谁，当他进入图书馆阅读时，他就是
一位读者，就是图书馆所要服务的对
象。在图书馆里，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
没有区别，残疾读者和健康读者也没有
区别，有宗教信仰读者与无宗教信仰读
者也没有区别，乞丐、拾荒者、流浪人
员与其他读者自然也不该有所区别，
因为平等应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让流浪者进图书馆彰显文明气度
谈瀛州

■ 方桂琴

6月20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一幼儿园将幼儿接到学校后，管理人员
没有清点下车人数，将一名幼儿遗留在
面包车内，导致该幼儿在车内窒息死
亡。（6月21日《南国都市报》）

6月16日，湖南省临澧县四新岗镇
一民办幼儿园的一名幼儿，也是被遗忘
在校车内最终窒息死亡。短短几天，类
似悲剧的一再发生，令人痛心无比，也
让媒体和公众将目光再一次聚焦在校
车安全上，究竟问题出现在哪一个环
节，能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正如海恩法则所强调的那样，一次
事故的发生背后必定有多起未遂先兆
和事故隐患。就陵水的这一起事件而
言，如果司机能够习惯性地检查一下车
内，如果管理人员能够按照规定履职清

点上下车人数，如果带班老师能够核查
一下学生到园情况，如果按规定配备合
格的校车，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制止
该园的违规招生情况……这起事故的
发生看似是偶然，却又有一定的必然
性，正是因为如此多的安全隐患存在，
才导致了事故的最终发生。如此多的
消除隐患的措施，如果有一个做到了，
上述悲剧就能够避免，尤其是这些措
施操作起来并不算复杂，有的还是以
政府法规或规定的形式强制要求的。
只是时间给不了我们太多的如果，生
命也经不起任何假设，悲剧的发生给
我们再一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我们
需要做到就是严肃追责、深刻反思、全
面整改、防患未然。

早在2012年，国家层面就出台了两
项校车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务院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海南省校车安
全管理试行办法》，也都对校车安全运营
提出了严格要求，如：校车设计、制造、车
身外观标识和涂装式样应符合国家标

准；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禁止提供校
车服务；校车应当配备随车照管人员，随
车照管人员必须全程随车照看乘车学
生，核实学生下车人数，确认乘车学生全
部离车后，本人方可离开……规定不可
谓不细，要求不可谓不严，如果这些强制
性规定都能得到强制性实施，相关安全
隐患或许都能得以消除。

在这一事件中，幼儿园相关责任人
员的责任不可推卸，值得深究；政府部门
的责任也不容回避，尤其是教育、公安、交
通运输等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必
须引起重视，加以整改。须知，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对区域内校车安全管理负总
责，教育部门、公安机关和交通管理部门
等也负有相应的指导、监察、管理职责，
这些职责不仅仅是一纸规定，更是对无
数学生生命安全的保障维系，其责任重
于泰山。相关部门只有思想认识到位，才
能将责任落实到位；只有工作推进到位，
才能督查追究到位；也只有整改、管理到
位，才能避免家长再次心碎落泪。

强制标准还要强制实施

即将毕业，不少大学生、研究生
却写不出毕业论文，而不少上班族，
疲于应付职称论文，于是他们走上了
找人代写论文的捷径。有职业“枪
手”称，毕业季代写论文收入6万元。

当下，论文数量的多寡、质量的高
低，与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员工能否如
期晋升，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来，论文
是为了衡量被考核对象的研究能力，而
眼下，论文的大量粗制滥造，除了让职

业“枪手”大赚一笔之外，恐怕已难考核
出被考核对象的任何能力。基于此，
破解论文造假现象，亟须我们扭转“唯
论文论”的考评机制，以因人而异、因
岗而异等更加多元的考核方法，重塑
学生和员工的价值追求。这正是：

毕业时节代写忙，粗制滥造甚猖狂；
论文论才遭诟病，评价机制待更张。

（图/美堂 文/张成林）

涛声

防溺水就要弄脏水？
近日，一则“为防止夏季溺亡高发，村庄池

塘被倾倒废弃柴油”的消息刷爆朋友圈。6 月
18 日上午，安徽亳州市发生了一起“四名儿童
落水三人溺亡”的惨剧，当天下午亳州市召开紧
急会议，部署暑期防溺水工作，当天晚上，位于
谯城区五马镇芍花村中陈庄的“情人湖”池塘出
现大量废机油。（6月21日中安在线）

池水湛蓝的池塘，被当地的游泳爱好者称
为“情人湖”，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当地民众青睐
的好地方，居然为了防止有人溺水而倾倒进了
废弃柴油，真不知有关人员是怎么想的？在环
保意识深入人心的当下，这片清澈的池塘本应
着力保护才是，又岂能肆意污染？

防溺水是否就要弄脏水？池水被废油污染
了，民众自然难以下水，溺水的安全事故就可能
避免，有关人员便尽职尽责了，这大概就是相关
人员将废油倒进池塘的初衷。或许在相关人员
看来，这么干，对于防范群众溺水事故，可谓一
劳永逸，至于民众的游泳诉求如何满足，乃至于
是否造成环境破坏，则不在其考量之列。显然，
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懒政。

防止溺水，乡镇基层政府初衷甚好，也有很
多措施可以采取，如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域进行
重点排查，在危险地段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立安全
防护设施，并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和安全教育等，尽
管这些措施很繁琐，要做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
但将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可以筑起一道可靠的安
全屏障，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的安全。若是相关
责任人只图自己完事交差，规避责任，“只要不出
事，哪怕乱做事”，看似也是在完成任务，却是一
种为解决难题不惜污染环境的懒政滥为。

这样的懒政，跟一些地方因为害怕出事而
取消春游，将学生关在教室里如出一辙。究其
实质，无非是一些人既没有为民做实事的热情，
又缺乏踏实干事的责任担当，是否具备相应的
工作能力也成问题。对于这起污染池塘防溺水
的恶劣事件来说，只有严肃问责，追究当事人的
责任，并予以相应惩戒，才能以此为鉴，并给民
众一个交代。但从长远来看，整治这些懒政，需
要持续发力推进作风建设，从根本上杜绝这种
做法粗糙的不良之风。 （屈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