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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教你种沉香

种好沉香选种很关键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陈卓斌）今晚播出的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中，省沉香产业副会长、澄迈县加乐镇忠信沉香
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王安忠，围绕沉香的种植技
术、造香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王安忠介绍，沉香种植产业已被列入澄迈
县扶贫工作重点项目，如今澄迈地区共发展种
植了数千亩沉香林，仅他的沉香园每年便可培
育出二三十万株沉香苗并免费提供给当地种植
户栽种。

“要想种好沉香，在育苗时必须选用树龄超
过10年的沉香树种子。”王安忠说，树种好后，下
一步的关键便是结合不同的树龄，采取不同的
结香手法。王安忠表示，沉香的生长周期通常
为10年至12年，但贫困户不必为可能推迟脱贫
时间而担忧，“在沉香栽苗阶段，种植户可同时
种植高良姜、花生等短期经济作物谋得收益。”

王安忠提醒道：“超过2年树龄的槟榔、橡
胶会影响沉香的光合作用，不利于沉香生长，若
未超过2年则可考虑兼种。”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 赵秀君

琼岛数百万亩胶林正在释放脱贫
叠加效应！我省脱贫攻坚百日行动以
来，白沙、儋州、临高等多个市县深挖
林地资源潜力，在胶林下发展菌菇、益
智、雪茄、山鸡等立体化种养殖。不砍
树、不占地，产业脱贫效应叠加释放，
贫困户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端好生态碗
多重林下产业助脱贫

薄雾刚刚退去，阳光洒满林间小
径。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新村的贫
困户蓝洪葵一早就已赶到合作社，打包
刚采下的新鲜秀珍菇。“我们在这干工

一天有80元的收入，而且不愁没活
干。”去年8月，阜龙乡的36户贫困户在
致富能人高桂成的带领下，在橡胶林行
间建起4个食用菌培育室，种起了秀珍
菇。政府注入扶贫资金搞基建，每批秀
珍菇销售所得利润的50%，给贫困户
分红。春节前，蓝洪葵第一次领到了
1200元分红，心里乐开了花。

除了秀珍菇，在帮扶单位的扶持
下，周边村庄的116户贫困户，还在林
间种下了1100多亩益智，挂果后每亩
每年可有2000元至3000元的收益，
相当于有了一张“定期存折”。

“下一步我们计划用菌渣种有机瓜
菜、养大麦虫，用菌秆养鱼、养山鸡，在
林下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带动更多乡亲
脱贫。”省委统战部驻白沙可任村第一

书记王志恺说，白沙是我省的生态保护
核心区，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带领贫困户发展林下经济，既立足了实
际，又发挥了优势。

巧用林地资源
打造“一镇一业”模板

“咯咯哒——咯咯哒——”3月13
日下午，在儋州市雅星镇温氏扶贫养
殖示范小区，来自周边四个村的贫困
户们正在胶林下喂鸡。此前，当地的
农业以橡胶、甘蔗等为主，因为传统作
物价格低迷，农民致富没了抓手。为
此，雅星镇把发展林下养殖作为新的
脱贫产业，引进龙头企业温氏公司带
动贫困户在胶林下养殖肉鸡。

目前，雅星镇已在胶林下建成鸡舍
128栋，吸收640户贫困户参与养鸡，平
均每户养殖800只至1000只。

“今年我们计划再建102栋鸡舍，
覆盖全镇的所有贫困户，同时配套种禽
基地和交易服务中心，把雅星林下肉鸡
打造成西部的一个农业品牌。”温氏公
司海南区负责人梁经理信心满满地说。

临高县皇桐镇富雄村委会美万村的
橡胶林下，4亩雪茄烟叶长得翠绿欲滴。

“这片雪茄是我们引导帮扶贫困户种植
的，是全国第一个林下雪茄种植试验基
地。”说起眼前的这片雪茄地，省烟草专
卖局驻富雄村第一书记龙海颇为自豪。

据了解，海南的地理纬度、气候条
件与古巴、多米尼加等世界著名雪茄烟
叶盛产地相近，临高一带的富硒红土壤

非常适合雪茄生长。去年，省烟草专卖
局和海南雪茄研究所的扶贫干部进村
调研时发现，村民守着600多亩胶林，
收入却十分有限。他们一拍即合，决定
在这里试种雪茄烟叶，并派出一个博导
团队全程跟进做技术服务。

“国内其他地方都是大棚种植，
一亩要2万元成本，我们利用胶树遮
阴，省下的钱就是脱贫账本。”龙海说，
如果试种成功，他们计划在全镇范围
推广种植，带动更多贫困群众脱贫。

“发展林下扶贫产业既节省了土
地资源，又促进了贫困户增收。”临高
县扶贫办副主任黄晖表示，只要坚持
因地制宜，走组织化、规模化经营的路
子，发展林下扶贫产业大有可为。

（本报临城3月20日电）

我省将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明年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
存量危房将全部改造完成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蒋小芳）省政府日前印发的《海南省“十三五”加
快残疾人小康进程发展规划》提出，到2018年，
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实现脱贫，到2020年，农
村贫困残疾人生活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截至“十二五”期末，全省共有残疾
人53万，其中1.5万名贫困残疾人尚未脱贫，
6000户残疾人危房未进行改造。《规划》明确了

“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主要指标。
《规划》要求，将残疾人减贫成效纳入全省

各级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范围。第一书
记等驻村干部要将残疾人贫困户作为重点帮扶
对象，选好配强帮扶责任人。

《规划》指出，加强实用技术培训、社会化生
产服务和金融信贷支持，对残疾人兴办、创办、
领办安置残疾人就业单位的，在场地、资金、技
术、贴息贷款等方面给予扶持。《规划》还要求，
优先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到2018年完成农村
贫困残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任务。

林下种益智、食用菌，养山鸡……白沙等市县推行立体化种养殖见成效

“林下生金”护了生态富了村民

稻鱼共生
一举多得

3月20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湾岭镇大边村架水稻鱼共生示范基地，
工作人员在稻田边展示田里养殖的黄
辣丁鱼。

据介绍，该基地总面积350亩，其中
稻鱼共生面积50亩，田里种植黑糯米，饲
养黄辣丁鱼，预计到5月底可同时收获黑
糯米和黄辣丁鱼。收获后的黑糯米将销
往北京，黄辣丁鱼销往海口和广东等地。

“稻鱼共生”产业基地的发展，不仅
为周边农民脱贫增收增加了一条有效
途径，还为琼中“富美乡村”建设增加了
旅游新产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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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假买假何时歇

培育“海南工匠”打造“海南质量”

规则从教训中来
去年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

虎伤人事件，许多人还记忆犹新。今年
年初，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又有人为了逃
票翻越园墙，结果命丧虎口。本以为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可谁料近来又见媒
体报道，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白虎
区，有游客违规下车，悠哉散步。这次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劝阻上车。

虎区不能下车，但似乎总有人把记
性放在了别人的脑袋里。归根结底，是
因为自己脑袋里规则意识不足、侥幸思
想过多。总想着，下了车，老虎不会来伤
我。这种心思并不罕见。闯红灯过马路
的也有，只要留点神，谁会肯定被车撞到
呢？不可否认，很多时候，违规者面临的
惩罚是滞后惩罚和概率惩罚。然而任你
留心避险，也难保万无一失。须知，每个
规则都是经验、教训甚至血泪换来的，一
旦出现万一，那就是“一失万无”了。

那么，能不能将惩罚变成即时提醒
和迅速惩戒呢？有了及时的惩戒后果，
其他人也许就会更加审慎地对待规则
了。总之，让惩罚变成迅捷灵敏的猎
犬，咬紧违规者的衣角，才能及时拽住
他们不再滑向危险的深渊。 （晁仁）

（摘编于03月20日《人民日报》）

升降间意味什么？
■ 安蓓

最近一段时期，围绕中国经济预期有两个
重要调整：一是不久前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主
动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至6.5%左
右，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
的预期。这“一上一下”传递的是同一个信息，
那就是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

中国主动下调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可以
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争取更大的空间，这也
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这个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能够满
足就业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的需求。另一方面，干净的空气、安全的食
物和水、宜居的环境等需求，也对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更重视发展的质
量而不是速度。这向外界传递的是稳健、可
持续发展的信心。

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让更多的人看好中国
经济，并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期。除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外，摩根士丹利、欧盟委员会、普华永
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都作出了“看好”的
判断。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
年年会上，与会的世界500强企业“掌门人”和
全球知名学者也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世界
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乐观态度，源于中
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更源于中国政府致力于推
动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决心和行动力。

中国拥有广阔的内需空间、巨大的人才优
势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今后着力
推动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将为中国经济释放
不竭的活力和动力。“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
果”，说明了中国对实现更有质量、可持续经济
增长有信心。

今年将召开党的十九大，“十三五”规划全
面实施进入重要一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在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
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保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进展，中国经济有望
再次呈现一份优异的“答卷”。

新华时评

■ 袁锋

3月19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中国集训队第二
轮（4 进 2）选拔赛第一场比赛在海南
省技师学院结束，我省首次有选手入
围该次比赛，这是我省在该项目的中
国区选拔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
绩。（3月20日《海南日报》）

技能大赛，比拼的是一线技术能
力、动手能力。塑料模具工程项目，

要求选手独立完成产品建模、模具设
计、设计编程、数控加工、装配与抛光
等环节，加工出一个指定零配件。能
够在这种比赛的全国选拔赛中进入
最后一轮，证明了一个工业技能人才
的水平与实力。

正如该项目专家指出的那样，前
几届均是广东省和浙江省的选手入
选前两名，今年海南选手首次入围前
四名，也是海南技能水平提高的一个
重要表现。工业基础和技能人才资
源还不算出众的海南，能取得这样的
进步，可喜可贺，同时也说明，只要走
对方向，勤学苦练，海南也能培养出
顶尖的技能人才。

工业4.0的概念尚觉新鲜，“中国
制造2025”也已经呼啸而至。已然挺
直新型工业脊梁的海南，必须在其中
有所作为，争取实现新兴产业的“弯
道超车”，唯此，我们才有望在未来工
业强国的版图上获得一席之地。环
顾国内，正是有了无数技术能手的参
与，中国高铁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题，创造了“中国速度”。在本
岛，由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的高级
技师王振卫提出或实施的一系列技
术革新措施，每年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8000万元以上。从海南发展新能源、
新材料、汽车、装备制造等低碳制造
业，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壮大创新

主体；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发扬“工
匠精神”，到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建设，打造“海南质量”“海南品牌”，
都离不开一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虽然新世纪以来我省的技能人才储
备有了明显进步，但毋庸讳言，缺乏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仍然是制约我
省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之一。

培育更多“海南工匠”，需要营造
“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
良好氛围。要切实畅通产业工人发展
通道，叫响做实“工匠精神”，让全社会
都感受到当技术工人的荣光，进而引
导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风气，培
育尊重劳动、尊崇技术的文化土壤。

培育更多“海南工匠”，需要构建
高素质产业工人培养体系。以海南实
际而言，在基础教育阶段，就需为学
生打好数理化基础，提高学生自然科
学和工程技术素养。应强化政府主体
责任，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教育体制机
制的改革创新，让职业院校真正成为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制定实施企
业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依
法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
利，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当
一个青年为选择做一名工人感到由衷
自豪，当“金蓝领”成为每一个技术工人
的自觉追求，我们实现“海南品牌”的目
标就有了坚实根基和有力支撑。

茅台镇的大街上，摩的司机总是
喜欢向外地人说：“这里是白酒供应
一条街。”标签背后，暗藏的却是大量
的“高端定制假茅台”；假茅台酒生产
销售一条龙服务，几度成为茅台镇光
鲜外表下的疮疤。这个头戴多个“炫
目”标签的小镇，大小酒厂数以百计，
部分酒厂却利用高仿茅台酒包装，将
自己的低端酱酒，制造成假茅台牟取
暴利。一瓶假“飞天茅台”，利润在千
元以上，销售则遍布全国。

只要跟“茅台”沾上关系，就不
愁销路；加上“内供”“专供”“特供”

等字样，更是给人无限遐想空间。
有的人知假买假，是为了鱼目混
珠，以假乱真；有的人订假酒开真
发票，则是为了瞒天过海，糊上弄
下，大赚一笔。真不知，假茅台喝
的什么味？想必五味杂陈之中，必
有一味崇尚奢靡之风。这正是：

白酒供应一条街，
茅台疮疤谁人揭？
奢靡风邪假酒烈，
知假买假何时歇？

（图/王铎 文/饶思锐）

■ 关育兵

近日，《校长怒了！还有多少假课
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一文在网上广
泛流传。文中罗列了不少小学语文课
本中的具体错误，如某版本的二年级课
本中《爱迪生救妈妈》，所叙述内容根本
不存在。（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对此，有专家说，“语文不是历史”
“即使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可以
容许的”。语文当然不是历史，文学作
品也可以有一定的想象和虚构，但这并
不表示，语文可以不尊重历史，虚构可
以变成戏说。否则，语文课本就可能变
成另类神剧、戏说剧。从网友考证来
看，爱迪生7岁那年是不可能有阑尾炎
手术的，换言之，这个故事不是“一定的
想象和虚构”，而是彻底的杜撰。

要求语文尊重历史，是有教材的权
威性决定的。“不可能编出完美的教
材”，这谁都能理解，但出现根本性的错
误还不承认，却不可原谅。教育教育，
先教后育，教材所传递的首先是知识，
其次才是理念。对于求知欲强的小学
生而言，价值教育不能也不应替代知识

教育，甚至真知识比假价值更重要，歪
曲历史只会传递错误认识。作为教材，
其内容必须当得起权威二字。想象和
虚构可以高于事实，但却必须源于事
实。否则，等孩子们发现这些名人故事
是假的时候，不仅会让他们对故事、对
教材产生怀疑，还会让他们对过去整个
知识体系和价值观都产生怀疑。因此，
在进行课文的选择时，不能仅仅在价值
观上把关，还要在事实上把关。

事实上，就连前述专家也表示，编
写这个故事，“并非‘杜撰’，而是有来
路的。”可见并非不知道要在事实上把
关，而是没有把好关。既如此，那就应
该认真核查，错了就改正，如此辩驳，
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当然，
人的知识都会受到限制，课文中的一
些内容也可能会牵扯到历史深处的东
西，但无论如何，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都应成为编写教材的共识。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言：“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所以，语文课本一定要求真。诚
然，每一次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变动，都
能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也会不断有
人对语文教材进行批评。面对批评，
最好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简单的
否定，并没有意义。

假文章如何教人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