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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临城5月15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王海洪）5月13日至14日，刚刚完成旅游化改造
的临高县皇桐镇金波村200亩荷花扶贫产业基
地，迎来第一个游客高峰。赏荷花、品莲子茶、吃
萝卜干地瓜饭，再带上几只农家鸡回家，原本不起
眼的荷塘，成了炙手可热的乡村游人气景点。

金波村荷花扶贫产业基地经过一个多月的
旅游化改造，正式开放。曲折延伸的情人栈道，
刻满荷花诗的观景台，取名“荷塘月色”的休闲
驿站，宛在水中央的茅草凉亭，一步一景，错落
有致。

为了让美景产生效益，镇政府在金波村新建
了一个停车场，同时在荷塘出入口打造土特产一
条街，让村民在这里出售莲子、农家鸡等“土货”。

“今年我们投入30多万元，在金波村的荷花
扶贫产业基地修建旅游配套设施，以美丽乡村建
设助推贫困村脱贫攻坚。”皇桐镇党委书记王开博
介绍，周末这两天，每天来金波村赏荷的游客都超
过1500人。下一步，金波村计划在荷塘里试套养
黄鳝、泥鳅、龙虾，发展生态立体种养，通过生态农
业+乡村旅游双管齐下，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据了解，金波村200亩荷花扶贫产业基地，两
年前还是一片低洼田洋。2016年，在公司的带动
下，全村25户贫困户每户以1000元入股并参与
荷花种植，按总盈利的50%分红。该基地引入种
植的湘莲品种，莲子亩产量在1000斤-1500斤左
右，市场价格平均10元/斤。

临高皇桐镇金波村：

200亩扶贫荷花成景点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晚
上，第40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正式开讲。本期夜
校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农科农技特别节目——《乡
间小课堂》，邀请到屯昌枫绿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
技术员李家洲为大家教授苦瓜种植技术。

李家洲走进田间地头，一边示范一边教学，为
贫困户们划出了种植苦瓜的几个重点：第一，因为
苦瓜喜湿却不抗涝，所以在种植前应该注意选择
肥沃且排水系统比较完善的沙土地；第二，整理土
地时，应该注意把土块敲碎，在松土时要把中间垄
起来并确保垄的高度及深度方便排水；第三，消毒
土地时，应该注意将所用农药稀释至800倍到
1000倍，并且进行二次稀释，这样才能达到更好
的效果；第四，给苦瓜施肥时，最好选择颗粒均匀
的生物菌肥，用撒施的方式进行施肥；第五，在选
苗方面，应该尽量选择嫁接苗。

屯昌县枫木镇农业服务中心干部黄赞锋专门
强调了苦瓜嫁接苗的三大优点：第一，根系发达所
以提高了苦瓜的抗性；第二，根系发达所以确保了
水分、养分的充足，提高了苦瓜的品质；第三，根系
发达所以延长了苦瓜结瓜期，提高了苦瓜产量。

产量能有多高？黄赞锋举例，450株苦瓜嫁
接苗通过中等水平管理，一般亩产 4000 斤到
6000 斤，管理水平更高一些的可以达到亩产
8000斤甚至更高。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教贫困户种苦瓜
选择嫁接苗，亩产可高达8000斤

怎么去

线路一：屯昌枫木镇木色湖
—白鹭湖度假区—鸭坡村—岭
脚村—湾岭风情小镇—乌石茶
场—大边村。

线路二：琼中营根县城—水
央村—金妙朗村—鸭坡村—岭
脚村—湾岭风情小镇—乌石茶
场—大边村。

玩什么

徜徉翠绿桑田，漫步乡村栈
道、亭台楼榭；骑行“富美乡村”，
在乌石茶场品茗；体验“云露
营”，夜幕降临数繁星点点，找回
淡淡乡愁。

吃什么

湾岭焗土鸡、当地雷公笋、
黄牛肉、蚕蛹炒蛋、河鱼河虾、芭
蕉芯以及黎族特色鱼茶、肉茶
等；品尝蜂蜜酒、农家桑葚酒以
及山兰糯米酒。

住哪里

白鹭湖度假区、村中云宿、
湾岭候鸟屋。

大边村
游玩小贴士

建污水处理系统净化环境，以光伏扶贫促农增收

琼中大边村：“环保+节能”增颜值
■ 本报记者 郭畅

5月 13日清晨，年过花
甲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大边村村民王明兰，像往
常一样打扫村口的小花园。
随后，她拿出钥匙打开了一旁
配电房的门，机器显示正在运
转，才放心离开。

原来，王明兰的工作重心
是“监视”眼前这座全村污水
处理系统。整座花园底下藏
着大边村的“人工湿地”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设备，地上有太
阳能板区、配电房（发电区）、
繁茂的湿地植物区，以及一块
1亩左右的池塘。

在大边村，除了建污水处
理系统让生活污水有了“安身
之处”，“光伏发电”扶持项目
也让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环保+节能”的发展模式，让
昔日的闭塞山村焕发生机。

美丽乡村·海南样本

夕阳西落，给大边村铺上了一
层金灿灿的色彩，环顾四周，凉亭边
小花园里，有郁郁葱葱的美人蕉、菖
蒲、芡须草……环保+美观，成了大
边村的代名词。

过去，村里污水直排，散发异
味。如今，全村的生活污水以户收
集，经过层层净化处理，排入种满五
色睡莲的池塘。

据了解，2016年初，海南首个全
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捆绑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落地琼中。

随后，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与琼中合资组建了琼中鑫
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负责琼中农村污水处理等项目的设
计、融资、建设、运营。采用“政府付
费+可行性缺口补贴”的方式保障投

资回报和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转。
大边村作为该县首个试点村庄，

于2016年3月建成农村污水处理系
统并投入使用。有了干净的环境，孩
童赤脚自由玩耍，大人在门前晒稻谷，
大边村离美丽乡村的愿景更近一步。

王明兰说，自己不是专业技术
员，如果有重大故障，设备会自动报
警。“这项工作每个村民都能胜任，

但我们会优先选择村里贫困户或巩
固提升户，每月发放工资900元。”
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钟灵介绍。

据了解，大边村全自动控制的
污水处理系统每天可处理25吨污
水，能保证全村生活污水100%处
理。去年底，王明兰因为这份工作
成功摘掉“穷帽”。

不仅如此，越来越美的大边村，还
让村民享受“光伏发电”扶持项目发展
暖风，家家户户都多了一顶“科技帽”。

俯瞰大边村，当地政府利用村
民家的后院空间，加盖顶棚，安装光
伏系统，闪闪发光的多晶硅组件，成
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

“今年大边村被乡镇列为‘光伏
发电’扶持项目试点村庄，全村52

套新式民居安装了光伏发电系统。
每户可放置12块太阳能发电板，每
块电板260W；每户安装3.12KW，
全部总装机容量126.24KW。”大边
村帮扶干部王文发说。

据悉，项目不需村民自掏腰包，自
筹资金采取了光伏组件银行抵押担保方
式，以光伏发电收入还贷，政府进行全额
贴息，按照每年每户发电量3300W计

算，村民预计年收入可达3000元。
“贷款一年就能还清，但光伏发

电设备使用期限长达25年左右，有
了政府帮扶，小投资带来大回报。”
王明兰说。

美丽乡村建设，受益最大的还
是当地村民，2014年，大边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共有17户76人；2015
年减贫10户53人，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9808元；截至去年底，大
边村7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提升了颜值的大边村，下一步
将规划发展乡村旅游业，夯实村民
脱贫致富的产业基础。王明兰信心
满满地说，作为大边村人，我感到十
分骄傲，有了政府帮扶，再加上自己
勤劳肯干，争取绝不返贫。

（本报营根5月15日电）

光伏发电项目助村民脱贫

引社会资本建污水处理系统

本报八所5月15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魏小青）记者从东方市纪委获悉，日前，东方市大
田镇纪委对罗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于
香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符于香在担任罗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期间，在落实国家扶贫政策时，有失公
平，违反工作程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办理
罗旺村何某平、符某军两户贫困户认定手续。符
于香身为中共党员，党章意识淡薄，严重违反群众
纪律，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大田镇党委会议审议，决定给
予符于香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违规办理贫困户认定手续

东方一村支书被处分

别具风情的大边村大门。

航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边村，风景如画。村屋错落有致，屋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板。

本栏目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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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儋州农产品销售热线：0898—23322333

儋州胜逸农业综合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

简德厚 13647530361

儋州市兰洋镇惠丰果园

梁南辉 13976291339

儋州市元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梁静霞 13322066139

儋州市那大镇洋龙荔枝园
李大杰 13876616687

荔枝销售电话

儋州万亩荔枝红了，从5月14日
至5月30日，兰洋镇洋龙荔枝园推出
采摘游园活动，你可以带上家人和朋
友，一起入园边采边吃，如果觉得吃得
不过瘾，你还可以带回家慢慢品尝。

“我以为来的人不会多，没做什么
特别的准备，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5
月14日上午9点30分，洋龙荔枝园负
责人李大杰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会儿
用手机接游客电话，一会儿用对讲机
告诉工作人员：“请注意，请注意，又有
5位市民进园采摘了，赶紧接待。”

洋龙果园在儋州市兰洋镇洋龙
村，从那大镇开车往乌石农场方向，在
307省道53.5公里处左拐，沿着一条
水泥路前行约1.2公里，再按指示牌走
500米土路就到。

李大杰以前帮人管理荔枝园，去年
他与朋友合作承包了洋龙荔枝园，由于
使用科学精细管理，洋龙荔枝园今年丰

产。“去年果园荔枝产量不到10万斤，今
年有望达到25万斤。”李大杰说，今年的
荔枝不但产量大，而且品质好，为促进
销售，他特别策划开展采摘游园活动，
不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洋龙荔枝园，还
要人们知道洋龙荔枝好吃。

当天上午10点，家住那大镇的李
先生带着爱人、孩子和两位朋友开车
来到洋龙果园，花90元买了5张门票，
每个人提着一个塑料桶入园采摘。李
先生说，两位朋友来自内地，这几天来
儋州游玩，正好赶上儋州荔枝红了。

李先生内地来的朋友以前吃过荔枝，
这是他们第一次走进荔枝园，看到一颗
约两米高的荔枝树挂那么多果，感到非
常好奇：这一株荔枝结果有好几百斤吧？

现场工作人介绍，荔枝园采用科学
管理方法，大量使用有机肥，推广绿色防
控技术，今年不仅产量大，而且品质好，
像这株荔枝全部采完大约有300斤，不

过不是所有的荔枝树都这样的，一般情
况下，每株荔枝挂果100斤左右。

李先生的朋友表示，这里荔枝确
实爽口好吃，但担心荔枝吃多了上
火。这时，李先生掏出一个小塑料碗，
又拿出一个装着盐巴的小袋，倒入少
许盐巴：“荔枝沾盐巴，一次吃几十颗
也不会上火。”李先生边说边把一个剥
好的荔枝沾了盐巴给孩子吃。

荔枝园一位工作人员说，吃荔枝
沾盐巴或者沾鲜味酱油，是当地人多
年的习俗，外地人可能不习惯，但是对
防止上火确实有效果，此外，荔枝沾盐
巴或鲜味酱油吃，别有一番风味。

据了解，5月14日当天，洋龙荔枝园
共接待50多位入园采摘的游客，离开时每
人都购买了十几斤自己采摘的新鲜荔枝。

李大杰说，今年果园大丰产，他本
来希望通过开展游园采摘活动促进销
售，现在看来岛外收购商比预想的多，

不用担心销售问题了，不过，他还是愿
意把游园采摘活动坚持做下去，直到
今年的荔枝采收结束，让大家一起来
分享果园丰收的喜悦。

（本版策划/文图 周月光 ）

洋龙果园荔枝游园采摘活动
活动时间：5月14日至5月30日
活动要求：入园门票，成人每人20元，小孩10

元，园内随意采吃，带出园按每市斤12元计收。
活动地点：儋州市兰洋镇南罗村委会洋龙村

旁，（307省道即那乌线53.5公里，经兰洋农场七
队约1200米即到，也可导航进入）

儋州：荔枝绯红飘香远 边采边吃乐游园

儋州万亩荔枝红了，吸引了众多市民
游客采摘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