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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满，在黎语里是古老、至高无上
的意思，五指山素有“海南屋脊”之称，
这里海拔高，气温低，非常适合茶叶生
长，水满茶在海南享有很高的声誉。

据介绍，五指山市非常重视农产
品牌建设，去年，五指山红茶获得国
家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近年
来，五指山市林业局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鼓励农民在林下种茶，利用农村
合作社模式，结合各个地区的特色产
品，极大地促进农民增收，助力农民
脱贫致富。

五指山市水满乡的云永青，是第五
届海南省道德模范，还是水满乡致富带
头人之一。“我是社长也是农民，2008
年成立合作社开始，社员只有15户，现
在已经发展到80多户了。”云永青说，
以前没有种茶的时候，村民每年只有几
千元收入，生活很拮据，自从和几十户
村民一起种茶，成立了五指山市云露水
满野生茶专业合作社后，才走上了致富

路。
“现在每户人家每年仅种茶平均年

收入就达到3万元，村里不少人盖起了
小楼。”云永青告诉笔者，就在前不久，
50位茶农领取了总共近15万元分红
款，最高的领到了7万多元。

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通
过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的带动，五
指山的茶叶产业不断壮大，社会认可
度越来越高，茶叶价格大幅上升，如
今，种植五指山红茶已经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去年一年合作社总产值大约在
100多万元，春茶的收购价已经达到
了200元一斤，农户的收入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年已经申请
了‘云丹叶’和‘云丹红’的商标，很快
将要打出自己的本地品牌。”云永青
说。

水满乡的李传富也是一位种茶能
手。从1999年开始种茶，李传富已有

17年的种茶历史。“五指山山茶谷茶
叶专业合作社成立几年来，我们水满
乡的村民生活有了大变化，现在我们
还向一些从事外贸的公司提供茶叶，
2014年至2015年共有15000斤茶叶
原料出口欧洲，去年合作社的总产值
已经达到了200万元。”李传富说，这
背后是合作社社员们对茶叶种植的精
心呵护，从育苗种植，到每月定期检
查、纯人工除草、把控肥料等，均严格
按照生产标准来操作。从收茶时的农
药检测，到不定期送检抽查农药残留，
全环节把控茶青的品质。

“林业局每年都会给我们补贴和
优惠政策，这些年能有很好的发展，与
市林业局的支持离不开。”李传富告诉
笔者，仅仅去年一年，五指山市林业局
投入1300多万元，免费给农户发放茶
苗278万多株，目前五指山红茶种植
面积约4700亩。

（磊磊 见阳）

通什镇重点公益林保护站专职护林员：

与翠峰为伴
护佑青山绿水

头戴草帽，手拿工具，一步一步走进大山，每
一步、每一米，都留下了他们的脚步，他们清楚的
记得每一处小溪和山丘，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处
风景。早上8时许，位于阿陀岭的五指山市通什
镇重点公益林保护站的护林员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王报干是五指山市通什镇重点公益林保护站
专职护林员中的一员，在这里他已经干了11年，

“从2005年开始做护林员，直到今天，我几乎每年
都是先进。我知道，这些荣誉不仅仅是对我工作
的承认，而且是对我们所有护林员每一份辛苦的
认可。”王报干的话朴实而真挚。

王报干说，从2005年做护林员开始，自己就
喜欢上了这个工作，每天在这些美丽的山林里面
穿行，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责任，“每天早上8点
开始准备上班，站里的同事分成几个小组，每组
3到4个人，拿着工具和粮食就进山了。”他表示，
每次进山巡山护林来回几乎六个多小时，有时还
会更久，几乎全靠步行，所以要带上工具、粮食和
帐篷。

“就怕下雨，一下雨我们肯定淋个透，晚上回不
去就在山里休息。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们只能找
点芭蕉叶挡挡雨，下面铺着自己带的被褥。在冬天，
下雨了很冷，几乎睡不着，还要提防蛇和蚂蟥的侵
扰。”王报干表示，每天的工作几乎都一样，护林巡山，
山里没有路，是他们用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看到有人砍树需要及时制止，遇到险情及时上报。

王报干说，巡逻途中往往还有各种危险，他一位
同事就曾不慎被猎人放下的夹子夹伤，忍着痛走下
山。虽然这样，王报干和他的同事，还是义无反顾
的守卫着全五指山地区147.2万亩的林地。

因为工资低，家里人也曾劝他离开这里，找
个赚钱的工作，但王报干说，护林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我不去做，留给谁去做？我今年58岁了，
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好好干，让山更青，让这里更
加美丽！”

（磊磊 见阳）

五指山大力发展“茶叶经济”助力农户脱贫

海南屋脊上水满茶正香

五指山护林防火专业队队长王松：

用岁月和坚守
换来郁郁青山

今年37岁的王松是五指山市林业局护林防
火专业队的队长，他在五指山从事森林防火工作
已经11年了。

“从最初的几个人到现在的20人，我们每天
都在为森林保驾护航。大家过节的时候，是我们
最忙的时候。我们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确保出
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到现场。”王松告诉笔者，在过
去的11年里，五指山没有发生过很大的山火事
故。在他们的团队里，年纪最大的今年40多岁，
年纪最小的今年才24岁。

“我们这份工作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肯定是
大事，所以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王松说，上班时，
一般早上8点出发，每一条巡山路线都已经牢牢
记在心里，他们日常的工作很琐碎，除了应急保
障之外，就是常规的巡查工作，到每一个村镇、每
一处保护站去检查，宣传防火知识。

据介绍，五指山气候温润，很少出现因为异常
高温、干旱等情况引起的自燃等险情。“我们最怕
的就是附近的村民在林区焚烧垃圾，或者留下火
种。”王松说，他们每次去林区，都要给村民详细的
讲解防火的重要性，“现在村民们很配合了，他们
明白茂密的森林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这是祖宗留
给我们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子孙
都有义务去保护他，这样五指山才会更美。”

每年的节假日，是王松他们最忙的时候，不能陪
伴家人，也没有很高的回报，但是他们却始终怀着一
份知足乐守山林。

“现在我们工资已经涨了不少了，而且设备多
了、条件好了，人们的防火意识也提高了，我们相信
以后的工作会越来越好。”王松开玩笑说，现在最让
他们担心的就是设备多人少，“以前是愁设备少，现
在年轻人嫌弃这份工作没有丰厚的收入，很多人不
愿意来干，但是保护山林责任重大，防火护林，我们
义不容辞！”

（磊磊 见阳）

“翡翠山城”的绿色追求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绿色发
展已经成为时代潮
流。

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强调，实现
“十三五”时期发展
目标，破解发展难
题，厚植发展优势，
必须牢固树立并切
实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
我省第六次党代会
也正式提出“科学
发展，绿色崛起”的
发展战略，而实现
绿色崛起，就必须
悉心呵护好海南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

建 设 美 丽 中
国，助力海南绿色
崛起，“翡翠”山城
五指山勇于探索。
走进五指山市，犹
如坠入绿色的苍茫
大海，润肺醒脑醉
心。云雾清风，似
诗似梦，奇峰秀水，
如画如歌。

五指山市从“多维”管理角度呵
护广袤的绿色山峦，投入 700 多万
元建设无线数字化监控预警系统和
防火视频监控扩容系统，“千里眼”
全天候监测森林火灾。笔者在市森
林保护无线数字预警中心看到，24
小时值班的工作人员紧盯着大电子
显示屏：“山顶上的摄像头可360度
旋转，摄像头能监测到周边几公里

范围内的火情。”在阿陀岭山顶的
监测点看到，监测设备采用风光互
补的方式提供电能，全天候监测。

据了解，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历
来重视森林防火工作，仅2015年就
投入 500 余万元，为各乡镇购置森
林防火消防车、防火器械以及为护
林员购置用于地面巡逻的摩托车及
卫星定位手机等。在 2015 年全省

森林防火工作年度考核中，五指山
市获得第一名，成为全省唯一没有
发生森林火灾的市县，该市防火办
也被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国家林
业局评为“2013—2015年度全国森
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是我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市县。同时，该市林业
局局长吴飞被授予“2013—2015年
度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青山苍翠，白云悠悠。五指山丰

富的森林资源为森林旅游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五指山以独特的热带
雨林风光和黎族苗族人文资源，吸引
着八方来客，五指山市正朝着建设热
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的目标迈
进。

（见阳 磊磊）

五指山市是我省的生态核心区，多条
河流发源于此，素有“海南肺叶”之称，五指
山市的生态保护关系着全省人民的利益。

“现在优良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最
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创造价值。把五指山生态环境保护
好，是我们对全省最大的贡献。”五指
山市委书记宋少华说，五指山坚持环
境优先的理念，牢牢守住生态环境的

“生命线”，担当起为全省的发展和绿
色崛起提供更大的环境容量和绿色支
撑的使命。

据悉，“十二五”期间，五指山市投

入5亿多元用于生态工程建设，全市森
林面积年均增长1.16万亩，森林蓄积
量年均增长8.8万立方米，实现“双增
长”。五指山市强化森林资源保护，严
格落实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严厉打
击一切滥烧、滥伐、滥捕、滥建等破坏
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近5年内无重大
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发生，森林覆盖
率从2011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
86.44%，位居全省之首。正是由于高
森林覆盖率，五指山空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8000个以上，是
全国空气质量最优的城市之一，生态

环境持续保持全省领先，2013年荣获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称号。

“五指山市深入推进‘绿化宝岛’
行动，累计造林绿化3.34万亩，超额
完成省下达的目标任务，完成率
117%，森林固碳释氧、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等生态功能明显增强，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筑起生态屏障。”五指山市
林业局局长吴飞告诉笔者，五指山铁
拳打击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和乱占林
地等违法行为，涉林案件逐年减少。

五指山市长陈振聪表示，五指山
市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发展、生态立市

理念，以全面建设热带雨林养生度假
旅游城市为总抓手，正确处理保护与
发展的关系，宁可牺牲发展速度，也要
保护好五指山的生态环境，真正扛起
五指山的责任担当。保护生态环境是
全社会的事，必须加强对全民的环境
教育，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
生态环境是赖以生存发展的根，脱贫
致富不能随意毁林开荒、破坏家园。
以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乱搭乱建、
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确保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86%以上。

在增绿护绿方面，五指山市勇于
探索，走出一条符合该市实际情况的
森林保护新路子。

五指山市“绿化宝岛”工程建设亮点
纷呈。“绿化宝岛”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
同行，建设一批种植本土珍贵树种的特
色村庄。目前，出了一批“花梨村”“沉香
村”“槟榔村”，美丽生态乡村独具特色。

“绿化宝岛”工程与热带雨林养生
度假旅游城市建设相融，结合原始自
然景观设计绿化，建设一批特色景观。

“绿化宝岛”工程与乡村旅游景观
公路建设携手，用观赏花木把单调的
公路变成自驾游客喜爱的绿色景观大
道。2015年，在“三月三”节日来临
前，市林业局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以
及沿线群众，在长28公里的南圣至水
满公路两侧，栽种了3万多株花草树
木。现在，三角梅、鸡蛋花、野芋、野芭
蕉和重阳木等数十种绿化植物，把公
路两侧装点得像一条彩带。

目前，五指山市重点公益林管护面

积为123.4万亩，五指山市林业局直接
管护重点公益林79.15万亩，350余名
公益林专职管护人员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指山市积极探索建立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2014年从国家重点生
态区转移支付资金中拿出 2000 万
元，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直补
到户试点工作，直补给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农民，惠及农民6.03万人。2015
年增加到2500万元，今年五指山市
继续安排2500万元实施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发放，
增加了农民收入，调动了其保护生态
环境的积极性，促进了五指山市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不断提
高可持续发展水平。自五指山市开
展森林生态效益直补以来，农民保护
生态的意识有所提高，从以前“谁砍
山谁坐牢”逐步转变为“谁保护谁受
益”，人人当起了保护森林资源的监
督员。五指山森林火灾零发生，毁林
案件明显下降。

扛起生态核心区的责任担当

探索森林资源保护新路径

从“多维”管理角度呵护广袤的绿色山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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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林业局向村民发放茶苗。

护林员正在巡山。

巡山回来护林员脚上爬满蚂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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