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么去
从海口出发，可沿中线高速直达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转海榆中线行驶至什运乡后，转省道
310行驶34公里，由那吉马场路口进入沿路牌指
示即可达到福才村。

玩什么
省道310什运至牙叉段风景绝佳，本地人亦

赞不绝口，沿途可饱览山水风景。距离福才村不
远还有罗帅美丽乡村可住宿，福才村旁的那吉马
场能感受海南少有的跑马风情。

吃什么
除了当地有名的福才地瓜，本地野生的蜂蜜、山

药也是供不应求的山货。此外在当地还有名为“捞
叶”的野菜，煎蛋滋味独特、熬汤清热祛湿，可比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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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农业”助农户开起微店

白沙福才村地瓜成“网红”
美丽乡村·海南样本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林呈

面前有河水潺潺流
过，背后有大山层峦叠
翠，在外人看来，白沙黎
族自治县元门乡福才村
是个世外桃源般的村
庄。但对当地人来说，这
是个一直富不起来的革
命老村。

“全村319口人，守着
300来亩田地，中午吃地
瓜，晚上吃米饭，种出来
的都是口粮，哪还有钱
赚？”年纪不大的福才村
村民小组长王诚干，常常
从父辈的口中听说村里
的艰苦生活。

靠山吃山，群山环抱
之中的福才村，不仅坐
拥着上天赐予的一片青
山和一条绿水，大自然
孕育出的独特土壤也让
福才村的农产品品质优
良。

同样是从王诚干父
辈开始种的地瓜，如今
则肩负起了全村脱贫致
富的希望，而给生活带
来巨变的，是曾被村里
人“抗拒”的农村电商。

今年3月，蓬勃发展的白沙电商
注意到了福才村口感清香、粉多甘甜
的地瓜，经白沙电商办等部门与农户
积极对接，借助电商精准扶贫模式和
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农业”
的方式，帮助农户开起微店，把福才
村的地瓜搬上了互联网“货架”，一举
打通了销售渠道，让200多亩福才地
瓜为全村人增收26万元。

“电商既带动农产品销售，又让农
民了解市场需求，自觉优化品种、提高
品质、提升效益。”5月5日，省委书记
刘赐贵调研白沙电商产业园时，对“地
瓜上网”赞赏有加，并要求各地要高度
重视电商对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作用，用电商渠道推销美丽乡村。

在电商进入福才村之初，村民们曾
对这新鲜事物有过抵触情绪，一是不了

解，二是没信心。“澄迈的桥头地瓜有两万
多亩的种植面积，福才地瓜才200多亩，怎
么抢市场？”王诚干坦言，作为村里第一个
开微店的农户，他是抱着失败的准备的。

“说起来难以置信，当第一笔电
商订单到来时，村里的地瓜甚至还没
开挖。”王诚干笑言，从前都担忧地瓜
种出来没销路，如今却担心起订单来
了没货可卖，从无人问津到网店走

俏，形势变了，积极性也起来了。
在白沙电商的推动下，村民一改

往日背着地瓜去市场找销路的境遇，
全村67户人家有45户开起微店，用
简单的手机操作便能将美味的福才
地瓜销往全国。“把铺盖带去农贸市
场过夜占位置，是福才村曾经的‘奇
景’，如今在家里动动手指就能把地
瓜卖到省外。”村民符妹虹说。

得益于福才村特殊的环境和土
壤，福才地瓜靠着口感和味道成了消
费者心中的“网红地瓜”，200多亩地
瓜销售一空，省内外的订单依旧纷至
沓来，包括王诚干在内的微店店主们，
不得不兼起了客服，向客户们推销起
了来年的福才地瓜和深山特色农货。

“从前是产量靠天气、买卖靠运

气，一斤地瓜卖出5元钱能让农户合
不拢嘴。”村民王永干笑着说，现在通
过网络销售，刨除物流成本，每斤能
卖到七八元钱。而在白沙县政府的
支持下，福才村也成为了白沙第一个
微店村，依托福才地瓜积累起来的人
气，要拓展其他当地农产品“触网”。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名声在

外的品牌农产品才敢去闯互联网市
场，而白沙农产品往往种植面积小、
总产量不多，其实更符合微店的发
展。”白沙电商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借
助白沙的电商和物流格局，为农户装
上增收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既打
通了销售渠道，也能让农户迅速上
手，塑造了互联网时代新型农村电商

的生态模式。
随着福才村的“网红地瓜”销售一

空，王诚干和村民也商量起为微店添
置些新商品。“本地花生榨出的花生
油，山林里野生的蜂蜜和山药，都很畅
销哩！”王诚干畅想着，将来会是哪里
的消费者，在自己的微店里买下第一
罐蜂蜜呢？ （本报牙叉5月8日电）

45户村民开起微店卖地瓜

让其他农产品也“触网”

福才村游玩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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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采收地瓜后即时快递给客户。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林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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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反派”演不得
近日，演员刘朔因酒驾于浙江横店发

生车祸，在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据报
道，刘朔曾在多部影视剧中出演反派角
色，这次更是扮演了一个现实版的“酒驾
反派”，只是这个反派代价惨重，据悉，其
妻子即将临盆，一次酒驾酿成妻子无夫、
孩子无父，实在让人痛心。

事实上，近年来，明星演起酒驾“反
派”角色的现象还真不少，每隔一段时
间总会曝出某某明星酒驾出车祸、滋
事，引发广泛关注。所谓的明星、名人，
其本身就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可能
形成示范效应，其酒驾造成的危害，不
仅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
会因为其影响力而对整个社会环境造
成负面影响。因此，酒驾“反派”绝对
演不得。

基于此，对于明星酒驾现象，执法部
门要强化查处力度，严格执法，违法必
究。媒体也应做好监督，形成“酒驾可
耻”的高压氛围。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们
更应该以身作则，增强自律性，消除侥幸
心理，为社会大众树立好榜样。 （刘艺）

眼下，大学毕业季即将来临，
南京某高校毕业生小李找到一份
月薪近万元的“好工作”。但用人
单位表示，正式入职前，需参加一
个近两万元的培训班。让小李没
想到的是，贷了款后不但培训单位
没等到，连招聘单位也消失了。

临近毕业季，各种骗局又来
了。就像这位李同学，连工作是
什么都没搞清楚，便被人稀里糊
涂骗去了近两万块钱，这对于一
个应届毕业生来说，真可谓是“损
失惨重”。吃一堑，长一智。这也

提醒广大毕业求职者，求职就业
需要一个过程，期间务必保持警
惕，沉住气，了解周全，万不可为
找工作“慌不择路”。此外，相关
部门、社会各方也要及时发力，为
应届毕业生们营造良好的就业环
境和氛围。这正是：

入职需交培训费，
钱到人没职位飞；
陷阱重重何所适，
细思明辨是与非。

（图/沈海涛 文/张成林）

■ 裘立华

今年，面对深入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的各项任务，各地各部门需要
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真抓实干，拿出切中要害的改
革方案，而不能因为怕触碰旧的利
益格局而左右逢源，把改革方案磨
得没有棱角。

改革，改的是旧的利益格局。
当前，个别地方和部门面对改革中
的难点，常常因顾及各方利益而缩
手缩脚、裹足不前，动不动就“先放
放”“再议议”，或者搞折中主义，拿
出个看似名头很大、实则空洞无物，
美其名曰“融合各方观点”的方案。
这样的改革原地踏步、毫无建树，改
了等于没改。

比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些
地方拿出方案，看起来成效明显，
但深究发现，往往含金量不足。再
比如对政府办事窗口的改革，不少
地方和部门纠正了过去“门难进、

脸难看”的情况，现在确实“门好
进、脸好看”了，但“事难办”的情况
依然存在。

改革进行到今天，容易改的，
基本改完了，留下的，往往是难啃
的“硬骨头”，越到后面，困难越多，
风险越大，利益调整也越深，阻力
往往就越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
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
面对风险和挑战，必须拿出“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勇气，推动改革全
面深化。

各种改革方案要坚持问题导
向，真刀真枪、有棱有角，而不能患
得患失、优柔寡断，一遇到困难就
妥协让步。面对各种矛盾，各级领
导干部要及时与中央要求对标，做
到心中有数，增强改革定力，抓住
改革时间窗口，只要是符合中央要
求、符合基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
的改革，就要坚决改、大胆试，一抓
到底，务求实绩，让改革造福于人
民、造福于国家。

设计改革方案切忌磨没了棱角

幼升小“拼爷”
有违教育公平
■ 王石川

5月6日-7日是上海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
学招生面谈的日子，朋友圈从上周六一大早就炸
开了锅——家长们纷纷吐槽被“考焦”了。原来，
今年的面谈出现了新情况——考家长。除了一系
列给家长的考题外，调查爷爷奶奶的学历更让人
惊讶。（5月8日《杭州城报》）

幼升小“拼爹”并非新闻，比如某地一小学明
确向生源提出要求：父母要有本科以上学历。与

“拼爹”相比，更恶劣的显然是“拼爷”，就如报道所
提及的上海这家小学，除了给家长出题，还要调查
爷爷奶奶的学历。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发
众怒。不是说有教无类么，为何看人下菜，这不是
赤裸裸的歧视吗？

在一个开放时代，仍牢牢紧抱出身论，的确
不明智，也难逃监管约束。这不，上海市教委迅
速给出处理意见：一是在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
评；二是责成两区教育局将此事通报学校董事
会并对相关负责人追责；三是要求两校公开致
歉并核减明年的招生计划；四是要求各区和各
民办学校举一反三、吸取教训，进一步端正办学
思想和招生理念。

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不能不有所深思。这类
敢于公开歧视生源出身的学校，大都有两大特点，
一是私立学校，似乎不把公共政策放在眼里；二是
办学质量较高，不愁生源。正因如此，他们才有底
气设置高门槛，有“资格”挑肥拣瘦。

当然，在高压政策之下，一些学校不会再公开
查生源祖辈的学历，但很可能采取更为隐蔽的做
法，让家长有苦说不出。不得不承认，查父辈学历
看似流氓，但起码公开，如果通过暗箱操作搞歧
视，无疑更让人绝望？

一些民办名校之所以如此“挑肥拣瘦”，归根
结底，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试想，如果教
育资源真正实现了均衡化，普通家长不需要举全
家之力购买学区房或托关系，就能让孩子进入心
仪的学校，他们何苦受这些羞辱？故此，监管部门
规范民间资本办学很有必要，但提升教育质量并
全力推进资源均衡化更重要。

■ 饶思锐

日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村调研时，
对村里富有现代气息和文化气息的
共享书屋进行了点赞，鼓励更多文化
元素走进美丽乡村，鼓励村民们通过
传承与学习树立文化自信。

一个“藏”在农村深处的共享书
屋，因其“内外兼修”的气质，彰显出
美丽乡村的文化自信。一来，这个书

屋有着“小清新”的外在，其天然淳朴
的外表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妆
点乡村的美丽风景；二来，这个书屋
内在充满现代人文气息，其融共享阅
读、乡村文创、乡村旅游等内容于一
体的“文艺范儿”，成为丰富村民和游
客精神文化生活的驿站。就是这样
一个书屋，没有选择建在人声鼎沸的
闹市之中，而是选择建在风声雨声声
声入耳的乡村里，其本身就折射出对
美丽乡村发展前景的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袤的农村
是不可割裂的重要单元；建设美好新
海南，如繁星点缀的美丽乡村更是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乡村是诗意的，
无论是塘中蛙鸣、荷上蜻蜓，还是袅
袅炊烟、潺潺小溪，都曾是诗人笔下
勾勒出的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然
而乡村又是现实的，整体发展较慢、
产业较为单一、人均收入较低等都是
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建设美丽乡
村，我们既要正视乡村发展中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也不能忽略乡村之中的
文化图景和人文之美，因为这既是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海
南建设美丽乡村的人文优势。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对“美好新
海南”之“美”进行了阐述，那就是山

水美、城乡美、人文美。建设美丽乡
村，不仅仅需要山水美、环境美，更需
要人文美。美丽乡村建设只有在山
水美、环境美的基础上，融入地方独
特的风土人文之美，才能彰显无法复
制的个性之美。近年来，一些地方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大拆大建，将美丽乡
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建房、修路，致使
千村一面，失去其原有的特色与文化
内涵。我们建设美丽乡村必须回避
这些问题，坚持因地制宜，实行差别
化建设路径，充分发挥海南农村的热
带、滨海、生态、民族、人文等特色优
势，使美丽乡村“各美其美”。

从福山的咖啡文化，到龙寿洋的
田园风情；从渔排上的疍家文化，到
潭门的渔家风情……乡村的人文之
美从不是突兀地存在，它们有的内化
为动人的人文风情，口口相传；有的
外化为美丽的人文景观，人人争睹；
还有的早已浸入村落的血脉，成为推
动美丽乡村建设的澎湃精神动力。
美丽乡村建设只有打上深深的人文
烙印，才能成为一个地域的品牌，才
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也只有各地
形成独特的人文之美，“美美与共”，
才能成就美丽乡村建设“满天星辉”
的恢弘图景。

美丽乡村建设要展现人文美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言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