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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6澄迈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推介会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 见习记者 林晓君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赵秀君

水泥砌成的乡道平坦地向村里延
伸，两旁绿意葱郁。白云蓝天下，绿树
环绕着的一排排黄墙红顶的平房，格
外耀眼。

这里是临高县博厚镇道德村。
清朝时期村里考出去的读书人将村
名改为“道德村”时，其用意就是警
示后人“厚德载物”。但后来，由于
贫穷落后，崇德崇文的风气渐渐被
今人遗忘。

近年来，在省委宣传部、临高县委
县政府的关注帮扶下，道德村大力推
进村容村貌整治，因地制宜发展种桑
养蚕、林下养鸡等特色产业，倡导勤劳

致富文明新风，一股以道德为先、心怀
感恩、勤劳自强的文明新风吹拂乡里，
农村发展一派生机勃勃。

整村改造
改善人居环境

走进村庄，一株大榕树旁树立的水
塔十分醒目，这是两年前在推进文明生
态村建设时，临高县水务局帮助村民一
起修建的，解决了当地38户170多人
的安全饮水和农田灌溉问题。

“以前道德村因为穷，村里的环境
不好。进村只有一条泥土路，起大风
时，尘土飞扬；阴雨天时，满地坑坑洼
洼。”说起道德村这几年的变化，正在
给水塔做维护的村民冯阿表掩饰不住
自豪，热情地为记者介绍。

道德村是临高县博厚镇加禄村委
会下辖的一个自然村。村委会党支部

书记王学成告诉记者，2014年6月18
日，省委宣传部与临高县道德村联手扶
贫开发推进工作现场会在村前的大榕
树下举行，从此拉开了道德村旧貌换新
颜的序幕。近年来，有关部门共协调整
合各类涉农资金，投入950多万元，对
道德村进行整村规划改造，家家户户盖
起了风格统一的民房，平坦的水泥路通
到每户，村里还修建了文化休闲场所，
并进行了景观绿化改造等，“整个村庄
变得整洁、有序、美丽”。

发展产业
推崇勤劳致富

凌晨5时30分许，郑金永准时推开
家门，到地里采桑叶。采桑叶、喂养蚕、通
空气，是郑金永每日到岗必做的3件事。

郑金永是道德村的妇女主任，也
是村里带头“种桑养蚕”的第一人。她

不甘于种甘蔗、养鸡等传统产业，一次
无意中听说种桑养蚕收益好，便开始
尝试，还发动了4户村民，每人投入1
万元，成立合作社，风风火火地开始了
种桑养蚕事业。

村民不懂技术怎么办？去外地
学！在郑金永的带动下，几户农民经
常往返多文镇的种桑养蚕基地，并与
该镇收购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郑金永自豪地说，自从养蚕见效益
后，村子里越来越多人都想报名加入合
作社，他们计划在今年春节后将合作社
规模扩大，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与时俱进
弘扬文明新风

走在道德村笔直整洁的村道上，养
眼的田园美景让人舒心。“诚信”节俭”

“平等”“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刻

于青石上、挂于横幅间的宣传标语，潜移
默化已深入民心，时时刻刻勉励村民崇
德、自强，文明之风沁入人心。

在村边茂密的橡胶林下，是一间
间隔好的养鸡棚。村民冯耿每天挑
着水桶从鸡棚里进出，当他转身合
上鸡舍的门时，一个金灿灿的“福”
引人注意。“600多只文昌鸡，前几天
已经出售一批，一次就净赚几千元，
只要勤快，生活一定会越过越好！”
冯耿说，养鸡不仅增加了收入，还让
他每天的生活有规律起来，忙碌而
充实。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村里打造一
片生态荷花池，美化环境的同时，依托
临高打造旅游珍珠链的契机，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业，让村民拓宽收入渠道，
也让四方游客感受这里乡村文明的气
息。”王学成的眼中满是憧憬。

（本报临城11月5日电）

临高县博厚镇道德村大力推动文明乡村建设，旧貌换新颜

百年道德老村 唱响文明新歌
文明乡风润琼州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最近几天，郑州市阳光明媚。寒
雨骤歇，洒落一地的银杏叶提醒着人
们冬天即将到来。而在海南岛西北
部的澄迈县，依旧温暖如春。

今天，“富硒福地，长寿澄迈”
2016海南澄迈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
产推介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浓郁的热带海岛
气息。

长寿之乡中原扬名

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日照，丰富
的水源，肥沃的土壤，良好的生态环
境，不仅孕育了大量优质农产品，也

造就了澄迈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这
里成为远近闻名的世界长寿之乡、世
界富硒福地和中国绿色名县。近年
来，澄迈先后获得50多项国家级以
上殊荣。

“刚才听了介绍，澄迈的百岁老
人多达 200 余人，人均寿命高达
77.79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长
寿之乡啊。”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
中惊叹不已，并表示对澄迈这块福地
充满向往。

郑州市民王丰年对澄迈推崇备
至。他告诉记者，他多次到海南旅
游，但直到去年才真正知道澄迈这个
地方。“澄迈是一块福地啊，山美水美
人寿长。”王丰年说，玩遍三亚、海口

之后，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了澄迈，
尝到了无核荔枝，品过了福山咖啡，
见到了许多百岁老人，“住在澄迈的
人太幸福了。”

富硒福地美宅揽客

近年来，澄迈不断加大城市基
础设施投入，使得辖区内商贸、文
化、娱乐、酒店和医疗等城市配套设
施不断完善，宜居、宜养、宜学、宜
商，城市价值不断攀升。特别是获
得“世界长寿之乡”殊荣后，澄迈房
地产和旅游业蓬勃发展，房产市场
供需两旺。

目前，全县以发展高端房地产为
重点，依托澄迈人文、生态优势，充分

挖掘阳光、沙滩、海浪、空气、热带雨
林等稀缺资源形成的自然“长寿地
带”，打造大型生态小区，推出具有热
带特色的滨海型、生态型住宅房产，
加快旅游房产产业发展。

当前，已有包括富力、鲁能、碧桂
园、恒大在内的诸多中国地产顶级品
牌进驻澄迈，澄迈旅游地产的魅力凸
显。据统计，当前落户澄迈的大中型
房地产企业共计90余家，累计已经
开盘销售的各类精品房产楼盘130
余个，建成面积1029余万平方米，热
销全国。

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澄迈的旅
游、养生资源，让更多人知晓澄迈、
爱上澄迈、拥抱澄迈，从而树立澄
迈城市品牌，擦亮“富硒福地，长寿

澄迈”城市名片，澄迈今年继续坚
持“走出去”战略，深入挖掘岛外市
场，力推旅游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11月5日-7日，2016海南澄迈
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推介会走进
郑州，向中原地区居民“秀”颜值、

“晒”好房。
澄迈县房管局局长王强介绍，

此次是澄迈首次赴郑州推介旅游房
地产。“从调研的情况看，澄迈旅游
房地产在郑州占有一定市场份额，
且可挖掘的潜力较大。”王强说，此
次澄迈共组织了包括富力、鲁能、碧
桂园、恒大等在内的9家优秀房地
产企业参展。

（本报郑州11月5日电）

澄迈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推介走进郑州

世界长寿之乡邀中原居民度假养生

屯昌2岁走失女孩昨日出院

“希望能早日
恢复平静生活”
■ 本报记者 邓钰

一身耀眼的红衣，吴晓晓（化名）在母亲怀
里笑得开怀，大眼睛眯成一条线，嘴角高高上
扬。今天中午，在屯昌县人民医院的服务窗口，
她的父亲吴海正在专心办理出院手续。经过3
天住院观察，这个2岁的孩子终于可以回家。

“医生说孩子的恢复状况很好，各项检查指标
都在正常水平，基本满足了出院条件。”吴海开心
地说，刚入院时，晓晓神情呆滞，眼神空洞，浑身布
满了蚊虫叮咬的红色丘疹。现在，胃口好了，丘疹
褪了，她又变成了会笑会闹的小天使。“孩子天天
说想回家，知道今天出院后，开心极了。”

临别时，主治医生为晓晓开具了一些治疗丘
疹的外敷药，并细细叮嘱吴海要时刻注意孩子的
身心动向，如果孩子出现身体不适或者做噩梦和
情绪不稳定等精神情况，随时联系医院。

走出医院，晓晓伸出稚嫩的小手向医护人
员告别，一家人在满满的祝福声中踏上了归家
路途。下午3时，晓晓回到了久违的家。眼前
是熟悉的门窗和摆设，院子里还有一群小伙伴
在等待着她。她雀跃地离开母亲的怀抱，跑到
院子里和小伙伴疯玩了起来。一切似乎如没有
变化，正如她走失之前。

但在晓晓的家门外，警方正在搜寻证据，以
求尽早找出案件真相；村民自发出钱购置了4
道监控装置，今天已经开始安装；晓晓的父母决
定不再外出打工，在家看护女儿……大伙同心
协力，守护这个年幼的孩子。吴海说：“感谢大
家为晓晓做的一切，希望孩子能早日恢复平静
生活。”

（本报屯城11月5日电）

本报三亚11月5日电（记者孙
婧）11月4日下午，三亚市海棠区椰林
村发生疑似人贩抱小孩事件，与之相
关的不实传言在微信网友中广泛传
播。经记者与三亚警方核实，嫌疑人
实为一名精神病患者，因靠近孩子而
被家长误以为要抢孩子，当场被群众

制服，并移交藤桥派出所处理。
据微信网友间广泛转发的一张照

片显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被两名
男子按倒在马路边，周围有不少群众
围观、拨打电话。记者从海棠分局藤
桥派出所处获悉，4日下午5时许，在
椰林村委会椰林村海棠大道边，有男

子突然进入一临街民宅，并靠近正在
吃饭的一家三口。当他接近其中一名
1岁左右的女孩时，其母亲立即抱起
孩子并警惕大喊：“有人要抱孩子！”周
围村民听闻呼救后立即赶来施以援
手，将嫌疑男子当场制服并移交派出
所。孩子无大碍。

据椰林村治保主任肖铭志介绍，
嫌疑人是椰林村附近的洪李村村
民，实为一名精神病患者。由于村
民对贩卖儿童行为深恶痛绝，该患
者在被制服中挨了一顿打，受了少
许皮外伤。

“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不是人

贩，而且也没有实施抱小孩的行为，我
们已经联系其家人领回。”三亚市公安
局海棠分局滕桥派出所方面表示，患
者家属已向受惊家庭登门道歉。

目前，椰林村已要求村委会联防
队员加强周末巡查，以防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三亚海棠区有人抢抱小孩？
三亚警方核实发现是误会，传言中的人贩者实为当地一精神病患者

澄迈全县旅游接待354.82万人次

同比增长16.06%
旅游收入17.2亿元

同比增长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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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收藏艺术
美食文化节举行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罗霞）今天，
海南收藏艺术美食文化节在海口琼洲文化风情
街开幕，藏品展览、美食推介等活动一一举行。

此次收藏艺术美食文化节由省收藏家协
会、海口琼洲文化风情街景区主办，活动涵盖了
书画传统文化艺术展、奇石收藏展、盆景展、根
雕展、雕塑展等藏品展览，以及民俗美食推介
会、海藏陶瓷博物馆展示等活动，蒙古大营美食
园、云南山珍馆、近水江鱻河鲜餐厅、阿妈什锦
菜、和牛·鱼生馆、临高吉海土窑第一家、厨房好
味等琼洲风化风情街景区餐饮企业还推出各种
餐饮优惠活动。

据了解，一些藏品展览、美食优惠等活动近
期将持续在海口琼洲文化风情街景区举行。

“美丽儋州”摄影作品展
彰显西部中心城市魅力

本报那大11月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琳）碧波荡漾的湖水，映衬着晴空与群山，
而一望无际的云海，则将山水天融为一体，令观
者顿生豪气。这是《松涛水库 天湖云海》照片
的视觉冲击力。今天启幕的“美丽儋州”摄影作
品展，让加快建设成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儋
州，越发彰显无穷的魅力。

据介绍，“美丽儋州”摄影作品展共展出了
168幅摄影作品，是从羊中印、蒙传雄、陈元才、
吴文生、吴健华、武进群、陈德雄、李显煌等8位
资深摄影家和省档案馆推荐的1315幅作品中
精选出来的。

此次摄影展的内容，包括“亲切关怀”“建设
成就”“自然村貌”“民生工程”“风土人情”等5
部分，与儋州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等方
面产生深层律动。

据了解，“美丽儋州”摄影作品展，由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南海网与儋州市中印摄影艺术展览
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太极健身与太极文化全球推广研讨会举行

太极名师聚集文昌
探讨太极文化推广

本报文城11月5日电（记者许春媚）今天上
午，太极健身与太极文化全球推广研讨会在文昌
的世界一家GF总部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太极名
师、传承代表、学术机构代表等围绕“太极健身与
太极文化全球推广”等话题展开了探讨与交流。

据了解，在为期3天的会程里，河南焦作市
武术馆前馆长任成功、和式太极拳掌门人和有
禄、河南大学公体部主任洪浩等与会代表，将就
中国太极文化传承以及如何建立太极全球推广
体系、太极师资队伍体系、太极产品服务体系等
问题进行研讨。

此次研讨会由海南世界一家投资有限公司主
办，世界一家功夫（太极）有限公司、海南世界一家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全球太极GF社区单位，
GF平台及全民动动（移动APP）GF视频协办。

2016海南澄迈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推介会上，郑州市民在查看房产资料。 本报记者 徐一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