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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5年

精准扶贫驻村调研

砥砺奋进的5年

重大工程巡礼

这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全长55
公里。

这是拥有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的大
桥，隧道全长6.7公里，全部采用沉箱预
制搭建。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仅主
梁钢板用量就达到42万吨，相当于建60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港珠澳大桥——横空出世，横跨伶仃
洋海域。这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
三地首次合作建设的世界级超大型跨海
交通工程。

老桥梁专家谭国顺，1971年起就在
中铁大桥局工作，参与指挥建设包括东海
大桥、杭州湾大桥、胶州湾大桥等在内的
多所跨海桥梁，他用“集大成者”来形容港
珠澳大桥：“世界之最”的背后，是港珠澳
大桥在建设管理、工程技术、施工安全和
环境保护等领域填补诸多“中国空白”乃
至“世界空白”，进而形成一系列“中国标
准”的艰苦努力。

正是基于邻近香港国际机场航线限
高和伶仃洋航道满足30万吨轮船通航的
需要，港珠澳大桥最终选择了集桥—岛—
隧于一体的设计施工方案。这条世界最
长的海底沉管隧道由33个巨型沉管组
成，每节管道长180米，宽 37.95 米，高
11.4米，单节重约8万吨。

“岛隧工程是我国首条外海沉管隧
道，也是世界唯一的深埋隧道，作为一个
开创性的工程，施工条件极为复杂，极具
挑战性，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港珠澳大桥
岛隧工程总监办总监胡昌炳说。

港珠澳大桥打破了国内通常的“百年
惯例”，制定了120年的设计标准。在建
设过程中，建造者发现，源自于西方海洋
地质标准的技术、工艺无法满足施工需
要。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引领下，中国
科研人员依靠1986年以来湛江地区累积
形成的海洋水文数据攻克了大量技术难
题，并结合伶仃洋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

“港珠澳模型”等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的海洋防腐抗震技术措施，最终保

障了“120”指标的达成。
和其他跨海大桥不同的是，港珠澳大

桥是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出来的。先在
中山、东莞等地的工厂里把桥墩、桥面、钢
箱梁、钢管桩统统做好，再等到伶仃洋风
平浪静时一块块、一层层、一段段的组装
起来——“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
化”建设理念在港珠澳大桥首次实现。

5月2日22时左右，经过长达10余
小时的吊装，重达6000吨左右的最终接
头像“楔子”一样将海底隧道连为一体。

“‘中国装备’的长足发展创新让重达
6000吨的最终接头吊装变成可能。”港珠
澳大桥管理局副总工钟辉虹介绍说，承担
最终接头的起重船“振华30”是中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世界最大起重船，具备单臂固
定起吊12000吨、单臂全回转起吊7000
吨的能力。

作为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
桥不仅代表着中国桥梁的先进水平，也是
展示各国创新能力的超级舞台，包括来自
丹麦、美国、荷兰、英国、日本、德国、瑞士、
土耳其等多个国家的桥梁专家纷纷参与
其中。

无线声呐深水测控系统被称为沉管
安装对接的“深海之眼”，能通过计算机和
无线声纳设备精确判定沉管在海底的位
置、角度，大大提高安装的速度和准确
度。该系统由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联合
日本三清公司合作历时一年多自主研发。

首次应用该系统的E4沉管安装时间
就刷新了纪录，从浮运到沉入海底安装仅
用了16个小时，比第一节沉管安装对接
的86小时缩短了70个小时，可以说创造
了一个“大惊喜”。“经过两年多的实际应
用，港珠澳大桥岛隧项目不断完善优化无
线声呐深水测控系统，今后这一系统在国
际深水施工领域都具有推广价值和应用
前景。”常驻港珠澳大桥施工一线的日本
三清公司技术专家冲山桢雄说。

一桥飞架三地，打开了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空间。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韦东
庆说，预计今年底大桥将全线通车，届时
香港至珠海的陆路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
变成半小时，三地经济融合将不断加深，
珠三角将形成世界瞩目的超级城市群。

新华社记者 周强
（新华社广州6月11日电）

港珠澳大桥：

“中国制造”撑起超级工程“世界之最”

岔山村的一天是在炊烟中开始
的。进入初夏，天还没亮，村党支部书
记杨志魁一家就忙碌起来。铁皮大锅
架在灶上，炉膛里的枯竹不时发出一两
声爆响。把生粉煮成熟粉饼，是制作梭
子粑粑的第一道工序。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岔山
村位于广西与湖南交界处，早在秦汉时
期就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入口要冲。
潇贺古道穿村而过，是对接海上丝绸之
路的一条重要通道。

得交通之便，岔山村一度是颇有名
气的贸易村，古道两旁店铺林立，“长
盛”“元吉”等老字号至今依稀可辨。

“以前，周围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
‘赶闹子’（方言，意为赶集），热闹得
很。”开米豆腐店的村民何兴有说。

时过境迁，随着古道的寂落，岔山
村也渐渐被人遗忘。统计显示，全村
224户居民中有100户是贫困户，贫困
发生率将近40％。

“以前村里为了耕田养了很多牛，石
板路上到处是牛粪，碰到雨天几乎没地
方下脚。所以人们都把这里叫做‘牛屎
街’。”曾在岔山村插队的知青陈鲁莎说。

在富川县采访的日子里，记者发
现，饲养耕牛多的村落往往是贫困村，
家里没有玻璃窗的农户很多是贫困户。

朝东镇党委书记汪溪泉至今难忘第
一次夜访岔山村的情景：“几乎就是空心
村，整条街上只住着两位老人。路旁都
是黑乎乎的老房子，没有灯，很吓人。”

不过，当地政府看中的恰恰是这条
老街和这些老房子。“朝东镇有一批坐
落在潇贺古道沿线的古村落，这是发展
乡村旅游的优质资源。”汪溪泉说。

2016年6月13日，杨志魁的爱人
和村里六家贫困户一起创立的油茶店
开张营业，主打美食是油茶和梭子粑
粑，这是岔山村近几十年来第一家旅游

餐饮设施。
“开业时放了鞭炮，摆了 7 桌酒

席。没想到，开业后却没有顾客上门，
做好的粑粑卖不出去，又不能久存，只
好拿去送给亲友，有时一天要亏本400
元－500元。”杨志魁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心中的忐忑仍难以忘怀。

内心焦急的不仅仅是杨志魁。“贫困
户都盼着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又往往害怕
风险，如果这家油茶店倒下了，再搞别的
项目大家就会更没有信心。那段日子，我
们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汪溪泉说。

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汪溪泉决定送给岔山村一张

“网”——互联网，把岔山打造成全县第
一个商业级免费WIFI覆盖的古村落，
还开设了微信公众号。

依托新媒体的传播和传统媒体的
关注，岔山村迅速“火”了起来。每逢节
假日，村口都停满了悬挂广西、湖南、广
东等地车牌的游客车辆，甚至沿着村路
一直排放到邻村。

“平时看了太多的高楼大厦，这里
的古道、古楼更有味道。”来自佛山的翁
女士说。

“我们那边也有糍粑，不过味道不
同，这里的梭子粑粑很好吃，想带一些
回家给大家尝尝。”一位来自湖南的游
客一下打包了50个粑粑。游客太多，
岔山村的梭子粑粑经常供不应求，需要
提前预订。

2016年下半年，岔山村接待游客
量突破7万人次。昔日堆柴放草的老
房子被整修打扫，变成了油茶馆、农家
乐、凉粉店。

“现在再没人管这里叫‘牛屎街’
了，我们这里是‘黄金街’、旅游街！”何
兴有说。早上4点，他就起来赶做米豆
腐。“最忙的时候四个人一起给客人盛
米豆腐都忙不过来。”他说。

在岔山村，游客还可以免费参观民俗
体验馆、潇贺古道文化展示馆、知青馆、岔
山博物馆等多个景点，端午节期间，供游
客免费休息的读书吧也建成开放了。“我
们要不断打造新的亮点，让游客每次来到
这里都有新的体验。”汪溪泉说。

走在岔山村的石板路上，汪溪泉时
常俯下身去，拾起游客扔弃的废纸、塑
料袋和矿泉水瓶，再把它们放进路边的
垃圾箱。“千万不能因为环境和服务的
短板，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品牌给毁
了。”他说。

“汪书记，我想做一些荞麦烤饼，你
觉得游客会不会爱吃？”“这是我家新做
的钵仔糕，一块钱一个”“汪书记，我想
把店名改成‘五朵金花油茶社’，你觉得
好不好？”村民们对汪溪泉很信任，有了
新设想都纷纷找他讨主意。

“一年前开第一家油茶馆的时候，
动员了好几次都没人响应。你看，现在
大家的创业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这就
是扶贫先扶志，这就是产业扶贫。”汪溪
泉说。

夜幕降临，游客渐渐散去，古道山
村重归宁静。不过村民们还顾不上休
息，他们还要打扫店面，准备第二天的
食材及馅料。不一会，花生和芝麻的香
气便开始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弥漫开来。

记者王作葵 钟泉盛
（新华社南宁6月11日电）

油茶梭子粑，古道兴农家——

一个西部山村的旅游扶贫探索

岔山村村景（5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儋州千亩“野生”黄皮快熟了

儋州黄皮销售热线

儋州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符先生 13086038371

儋州市那大镇抱龙村委会江茂村
唐先生 13976129972

海南儋州农产品销售热线：
0898—23322333

海南儋州特色农产品121电商体验馆海口地址
海口长堤路34号南洋博物馆酒店一楼

甜甜的，酸酸的，吃过之后，回味久久。这是海南儋州黄皮的味道。
对于“吃货”来说，儋州黄皮的味道，让人难忘，因为是“野生”的。每年端午一过，“吃货”们都在问：儋州黄皮什么时候可以去吃啊？
“儋州黄皮快熟了。”6月11日，儋州市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符在明说，再过七八天，就可以来儋州吃黄皮了。

黄皮是海南特色水果，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糖、有机酸及果胶。它全身都是宝，有多种功效，
果皮及果核皆可入药，有消食化痰、理气功效，用
于食积不化、胸膈膜痛、痰饮咳喘等症，并可解郁
热，理疝痛；叶性味辛凉，有疏风解表，除痰行气功
效，用于防治流行性感冒、温病身热、咳嗽哮喘、水
胀腹痛、疟疾、小便不利、热毒疥癞等症；根可治气
痛及疝痛。

夏天吃黄皮，可将果肉、果皮和果核放在口中
嚼碎，连渣带汁一并吞下，味虽有点苦，但可以起
到降火、强心的作用。热天户外活动，口渴或闷热
不适时，嚼几个黄皮，不但生津止渴，而且可预防
中暑。

要吃今年的儋州黄皮，“吃货”们
可能要抓紧了。

“6月份以来，我跑了大成镇十几
个村庄，初步估计，今年黄皮整体减
产约30%。”符在明说，黄皮这种大幅
度减产，往年并不多见，不过，好在黄
皮的品质没有下降。

走进南吉村百年黄皮园，鸟语花
香，杂草丛生，完全是一派乡村自然
风光，看不出一点商业果园的痕迹。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的树挂果累
累，压弯枝条，有的树稀稀拉拉吊着
几颗小果子，有的甚至找不到一颗果
子。

南吉村村民符在军家房前屋后

有50多棵长势旺盛的黄皮树，大部分
都挂满果子。

“去年大部分结果少，今年大部
分结果多，原因可能跟天气有关吧。”
符在军介绍，去年他家黄皮采摘销售
收入1万多元，今年应该能超过2万
元，今年好几棵单株结果可能超过
200斤，按照每斤价格10元计算，每
株收入就超过2000元。

同样一块地，为什么有的黄皮树
结果超百斤，有的黄皮树结果很少？
同样一棵树，为什么去年结果超百
斤，今年产量锐减？

对此现象，南吉村村民也没有一
个统一的说法。有人说，他家的黄皮

树今年结果少，是因为开花的时节遭
遇了干旱；有人说，他家的黄皮树座
果时节遭遇了低温……

符在明说，黄皮树产量不稳定，
多年来都是这样，可能与天气有关，
也可能与黄皮树自身有关，比如，有
株300年历史的黄皮树，如果今年结
果特别多，明年结果就特别少。

海南各市县的黄皮，一般园里
收购价每斤五六元。儋州的黄皮，
以前也卖不上价，但是近几年来，当
地政府通过多方面宣传推介，让消
费者看到不一样的品质、尝到不一
样的味道，儋州黄皮名声越来越响，
市场行情也年年上涨。

符在明说，南吉百年黄皮园出产
的黄皮，粒大颗圆、皮薄肉厚、汁多籽
少、清甜爽口，与其它黄皮差别比较
明显，去年每斤卖到10元，最后收尾
时供不应求，1斤卖到15元。

据了解，儋州全市种植黄皮2000
亩，不过，目前挂果能采摘的只有
1000余亩，主要集中在大成镇、那大
镇等地。今年预计从6月20日开始
采摘上市，整个采收期大约两个月。
由于市场需求年年扩大，而今年又大
幅减产，儋州黄皮今年供应有可能出
现紧张局面。

（本版策划/周月光 图文/周月光
李珂）

黄皮减产，“吃货”得抓紧

相关链接

儋州南吉村200多年的黄皮树

黄皮熟了，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

关注儋州农业品牌系列之 黄皮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黄皮好吃，全靠“野生”

黄皮是海南特色热带水果，全省
各市县都有种植。不过，连片种植的
并不多。说起黄皮，民间流传一句俗
语：海南黄皮看儋州，儋州黄皮看大
成，大成黄皮看南吉。

为什么这么说呢？走进南吉你
就明白了。

南吉是儋州市大成镇的一个自然
村，虽然只有36户村民，种植的黄皮
却有160多亩。“我们这里黄皮种植比
较多，但都是自然生长，没有人施肥，
也没有人修枝，黄皮在房前屋后自然
开花、自然结果，与野生的没有什么差
别。”符在明说，人们喜欢吃这里的黄
皮，原因可能是这里的黄皮全部天然
生长。

南吉村种植黄皮历史悠久，据考
证，有数百年历史了，被誉为海南百
年黄皮园。走进南吉百年黄皮园，远
远就能看到一株奇特的黄皮树：一面
是粗糙的树皮，一面是裸露的树干，
但是，它依然枝繁叶茂，还是结出一
串串青黄色的果子。

“这株黄皮树有200多年历史了，
村里一位百岁阿婆曾经说过，在她小
时候这株黄皮树就是只剩半边的样
子。”符在明指着地上的树根说，从树
根形状分析，这株黄皮树曾经像其它
黄皮树一样，树干也是圆形的，直径应
该有30厘米，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树干
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样子，又扁又薄，看
着让人担心，但是，无论刮多大的风，
无论气候如何异常，它都毅然挺立，顽
强生长，每年都开花结果。

儋州黄皮为什么好吃？儋州农
技中心有关负责人分析，儋州黄皮种
植跟南吉村一样，都是农民农闲时在
房前屋后、山脚河边种植的，从来没
有人施肥，更没有人打农药，甚至不
剪枝修枝，黄皮都是自然生长，因此，
口感几百年不变，还是老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