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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黄兹志

两年前，超强台风“威马逊”的侵
袭，海水倒灌使文昌罗豆农场万余亩土
地遭受着盐碱化影响，这对于以种植业
为主的罗豆农场而言，是比狂风暴雨侵
袭更深层次的打击。面对无法耕种的
土地，罗豆农场的农户们望地兴叹。

就在近日，一支一直活跃在罗豆
农场的团队终于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好
消息，这支由成美慈善基金资助、海南
青年星公益服务中心联合省内农业专
家组成的团队，利用有着“有机肥之
王”称号的蚯蚓粪，在当地启动了盐碱
化土壤改良工程，为罗豆农场重新带
来生机。

施巧计救活盐碱地

“撒有机肥就能解决盐碱化？不

可能！”“这两年里我们各种办法都试
过了，施肥一次就能解决？我不信！”

“淡水冲刷过后都种不了，别说有机肥
了！”……2015年6月，青年星公益服
务中心负责人苏剑程和他的团队决定
在罗豆农场南溪村开展实验性复耕
时，迎接他们的是此起彼伏的质疑声，
苏剑程笑着说：“农户不信，我们只能
做给他们看。”

去年6月，苏剑程和他的团队说
服了一户村民，在南溪村做起了田头
复耕试验，用两个多月时间通过对比
种植的方式，将蚯蚓粪所带来的变化
最直观地展现给农户。

一周过去、两周过去，使用了蚯蚓
粪的改良土地里开始冒出了空心菜、
丝瓜的茎叶，而一旁的盐碱地里却只
有零星的嫩芽。对于农作物再熟悉不
过的村民自然看出了变化，围观的人
也越来越多。

“8月份试验结束，空心菜的亩产
量接近4500斤，不仅超出了预期，也
成功让盐碱地焕发了生机。”苏剑程告
诉记者，看到盐碱地长出了蔬菜，村民
都沸腾了，不少人找到他们，都希望在
自己村里的土地进行大面积试验。

“全罗豆约有11000亩盐碱化土
地，这办法行得通，可就有救了！”罗豆
农场工会副主席周经部说，这两年来，
淡水冲刷、翻土复耕，各种方法都试过
了，就是不行，想不到让不起眼的蚯蚓
粪做到了。

改良成功蚯蚓粪变珍宝

“光听蚯蚓粪这名字，想不到它有
如此妙用吧。”中国热带科学院环境与
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卓少明笑着说。

研究蚯蚓的20年经历，让卓少明
深知蚯蚓粪对于盐碱化土地的改良效

果，也因此关注罗豆农场的土地盐碱
化问题。“整个农场3万亩耕地，超过
三分之一受盐碱化影响，改良土地迫
在眉睫！”

卓少明说，与其他的方式相比，
蚯蚓粪改良最大的好处是一次性解
决问题。一次性铺设5厘米厚的蚯
蚓粪，再将20厘米厚的土壤翻整，便
能完成修复，既快又好。“蚯蚓粪松软
无异味、团粒结构好、保水能力强，富
含植物所需的常量元素外，还含有多
种微量元素、腐殖酸、胡敏酸、植物生
长激素和土壤有益微生物。”卓少明
说，蚯蚓粪近年来已被广泛用于重金
属污染土壤治理，盐碱化土地只是又
一个应用方向。

但既然改良试验成功，为什么不
在罗豆农场大面积推开？带着与农户
同样的疑问，记者在苏剑程处找到了
答案。“蚯蚓粪效果出众，目前产量却

不算高。”苏剑程说，目前在儋州市的
蚯蚓养殖基地，仅有15亩，月亩产量
仅能达到与改良土地面积1：1的比
例，因此想要大面积开展，还需从产量
上想办法。

“从此前土地改良试验的效果来
看，农作物长势都非常好，特别是牧草
的生长效果好得出奇。”卓少明说，通
过对比试验以及对罗豆农场的考察，
引进优质牧草种植，或将一改罗豆农
场往日的产业结构。

“目前，项目的所有资金均来自
于成美慈善基金，以及网络众筹等渠
道，我们尽最大努力为罗豆农场提供
帮助。”苏剑程说，得益于省内农科机
构的支持，项目进展顺利，未来还将
继续到罗豆与农户开展交流，用最好
的方式回馈这些经受过灾难的群众，
也让盐碱化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循
环生金。 （本报文城7月18日电）

“蚯蚓”当救兵 盐碱地“复活”
文昌罗豆农场土壤改良工程效果好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段晓晖）7 月 14 日晚

“承诺与兑现”——海南省党风政风
行风建设社会评价电视直播播出
后，省人社系统全力以赴践行承诺，
加大力度对电视直播曝光的问题进
行调查和整改。

直播当晚，省人社厅即要求省社

保局立即深入了解情况，开展自查自
纠。15日上午，省人社厅派工作组前
往省社保局进一步调查核实直播反
映的工作人员作风情况。15日下午，
厅党组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提出四条具体整改措施，并责成省社
保局对2名当事人启动问责机制；随
后省社保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议进
一步细化整改措施，并组成工作协调
组立即赶赴五指山市省第二人民医
院（以下简称省二医院）展开调查和

整改工作。
经核实，直播中所说的“核三系

统”并未在全省通行，省二医院也
并未使用该系统。医保单据无法
报销的原因是该院自4月8日开始
进行单位内部医疗系统升级改造
所致，目前积压医保结算单据共
459份。

7月16日上午，省人社厅从省社
保局和五指山、保亭社保局抽调21
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帮助省二医

院进行医保审单，对积压的医保单据
逐张进行手工审核结算。至7月17
日凌晨，完成手工审结单据380份；
17日白天工作组对剩余的难点单据
进行联合攻关，再审结手工单据64
份；剩余的15份医保单据因参保人
在省二医院出院后又在其他医院住
院，以及其他相关技术、节假日等原
因，于18日周一协调各有关单位全
部审结完毕（其中有10份不符合医保
报销政策，不予结算）。

省人社厅对省第二人民医院积压保单进行全面审核

停滞的医保结算单已全部办结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 叶媛媛）“台风天里是他们挺拔
的身影，不管多大的风雨他们都会守
护瞭望。”7月16日晚，海口“双创’好
歌声”评选活动总决赛在万绿园中心
广场举行，两位海南民警贺文昌、胥
瑞自创的说唱歌曲《椰城守望者》成
为“黑马”，力压多位专业选手，斩获
冠军。

据了解，比赛结果由专业评委和
大众评委共同打分。30个大众评委中，
27人都将票投给了《椰城守望者》。“虽
然他们的表演不是最专业的，但朴实的
歌词，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把他们对职
业的热爱、对‘双创’的认知、对城市的感
情都融入到歌里，让在场的所有人产生

共鸣。”海口广播电视台艺术总监、此
次活动专业评委李晓菊评价说。

说唱歌曲《椰城守望者》的创作者
分别为海口市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民
警贺文昌和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预防教
育支队民警胥瑞，两人是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的同学。2011年大学毕业后，
两人又一同进入海南公安系统。

贺文昌最初是海口市交警支队的
路面交警，每天在马路上指挥交通，
2014年调入交警支队法制宣传科工
作。从事宣传工作后，他有更多机会
了解身边同事们不为人知的感人事
迹。“我当时就想，如何利用自己的音
乐特长，将这些‘正能量’宣传出来，也
能让市民们更加理解交警的工作。”

“我们工作有两大‘痛点’——台
风和极热。台风来临时，有的交警即
使家里遭灾了也没有回去；夏天高

温，很多一线交警的皮鞋晒化了仍要
坚守岗位。”在一线工作过的贺文昌
对交警的这份辛苦深有体会，于是有
了：“台风天里是他们挺拔的身影，不
管多大的风雨他们都会守护瞭望；烈
日下是他们坚强的臂弯，无论多少汗
水他们都会确保顺畅。”

除了用说唱歌曲表现交警的日
常工作，海口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和国家卫生城市后，进行电动车“八不
准”、机动车“三不准”整治行动，贺文
昌也一直思考如何用生动活泼的形式
将刻板的法规条文告知市民。于是就
有了以电影《速度与激情》为背景，提
醒大家文明出行的说唱MV。

“城市的发展牵动着所有人的
心，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守望椰
城的美丽。”贺文昌说。

海口“双创”好歌声评选活动落幕

两交警自创说唱歌曲《椰城守望者》夺冠

落实整改见行动

52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石碌 7月 18日电（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杨耀科 钟潇虹）近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南路社
区“儿童之家”举行揭牌仪式。至
此，昌江8个乡镇全部实现“儿童之
家”覆盖。

据了解，人民南路社区“儿童之
家”服务范围包括县二小、矿区学校、
开心幼儿园等，服务儿童1300多名。

“儿童之家”将为辖区及周边的儿童提
供娱乐、学习、健身等服务。

据悉，接下来昌江还将继续建设
16所“儿童之家”，并根据家长和儿童
的实际需求，因地制宜设计各类服务，
充分发挥“儿童之家”的社会效益和辐
射作用。

昌江“儿童之家”
实现乡镇全覆盖

琼中将用3年培养
500名致富“领头雁”

实现村村都有“领头雁”，镇镇都
有创业致富示范基地

本报营根7月18日电（记者刘贡 实习生
李梦瑶 通讯员杨贵）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相关部门获悉，从今年起，该县将利用3年时
间，通过选定培养对象、强化政策扶持、举办各
类培训等措施，在全县至少挑选培养500名致
富“领头雁”。

据悉，按照“择优推荐”的要求，琼中从村
（社区）“两委”干部、后备干部、农村（社区）党员
中，推选出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示范带动能力
强，主要从事农、林、畜、牧、渔业生产经营和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行业的农村致富能人，作
为“领头雁”培养对象。

该县将给予培养对象相应的政策扶持，如
支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支持打造创业致富
示范基地；支持创建农业品牌；支持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强化金融贷款服务；实行审批“特
别通道”制等9大方面。此外，培养对象开展
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通过无公害认证、绿
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的，按规定给予一
次性认证费用补贴；培养对象申报农业品牌，
被评为国家级品牌（驰名商标、名牌产品）、省
级品牌（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县级品牌（琼中
名牌产品）的，按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认证奖
励；培养对象品牌产品参加国家级、省级、县级
展会，且获展会三等奖以上奖项的，按有关规
定给予奖励。

被评为“领头雁”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500元；被评为“领头雁”先进典型的，再给予
一次性奖励3000元。据悉，琼中还将每年评
选表彰其中50名先进典型、10个“领头雁”创
业致富示范基地，力争到2020年实现村村都
有“领头雁”，镇镇都有“领头雁”创业致富示范
基地。

我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招募笔试合格线公布

20日开始面试资格复审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记者王培琳）今
天，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我省2016年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合格分数线已经
公布，合格分数线为40分。

据悉，在笔试合格分数线及以上考生中，根
据招募岗位职数从高分到低分按1：3比例确定
面试入围人员，不足规定比例的按实际上线人
数确定，可登录人社厅官网查看面试入围人员
名单。

面试入围人员应于2016年7月20日—22
日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30将资
格复审材料报送至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83
号海口美华荷泰大酒店（省武警总队旁），资格
复审原则上须由考生本人到场。

面试入围的人员，经资格复审合格者，取
得面试资格。因自愿放弃资格复审或资格复
审不合格而出现的空缺，从笔试合格分数线及
以上考生中，按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递补
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参加资格复审或因联系电
话不畅通导致未能参加递补资格复审的，视为
自行放弃。

海口77餐饮单位
加入“明厨亮灶”
将与手机端对接实现实时查看

本报海口7月18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
海口市食药监局获悉，目前全市已有50家学校
食堂和27家大型餐饮单位加入“明厨亮灶”工
程，下一步拟完善各校食堂硬件设备建设，与公
众平台对接，使家长和学生通过手机网络，随时
查看厨房工作状况。

据了解，“明厨亮灶”是指餐饮服务单位通
过橱窗化、透明化的设计或是设置视频监控的
方式，将后厨关键环节直观地向消费者展示，主
动接受监督。在学校食堂大厅内，通过墙面上
挂着多块电视屏幕，可看到餐厅后厨各角落的
实时高清画面。

目前，全市已有50家学校食堂实施“明厨
亮灶”工程，其中6家先行试点学校食堂的网络
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工作已全
部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余44家也已安装视频监
控并在就餐场所、大厅等位置通过显示屏展现
给消费者，但网络远程监控相关工作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此外，27家大型餐饮单位也自觉在
后厨推进“明厨亮灶”，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
放心。

不仅如此，先行试点的单位甚至可以通
过电脑、手机端远程监控食堂的卫生状
况。食药监部门和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通
过电脑、手机端，可清晰看到部分食堂操作
间、配餐间、面点间、洗涤间等不同区域的高
清画面。

据海口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监控平台，只要发现卫生有死角，或食品加工制
作不规范，马上就会电话通知食堂整改，有效地
提高了监管效率，保障了校园食品安全问题。
此外，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逐
步推进海南省各地各校食堂硬件设施设备的建
设，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实现省内学校食堂
视频监控全覆盖。

本报定城7月18日电（记者刘
梦晓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叶松）日
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张岳崧
文化研究会、教育界等各界200余名
专家学者来到定安县龙湖镇“探花故
里”高林村，参加2016年海南省社科
联社团活动月——张岳崧文化与当代
价值研讨会，对张岳崧文化及其在当
代的价值展开研讨。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海南张岳崧文化研究会、教育
界的多位学者专家各抒己见，分别
从张岳崧书法和文化的旅游价值、
文化研究成果与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对高林村和
张岳崧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出意
见和建议。

学者专家献计
“探花故里”
保护与开发

7月14日，一串串葡萄挂在藤上，根扎在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文芳村土地上，技术工人正在果园梳叶。
据介绍，去年11月初，儋州丰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建百亩葡萄园，从广西引进七月、红黑密嫩等6个葡萄品种种植获得成功。每棵

藤控制6串葡萄约5公斤左右，一年可采收两季，亩产高达2000公斤。首季葡萄预计八月份上市。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艺媛 摄
儋州：百亩圆实骊珠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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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昌、胥瑞在演唱。 周宗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