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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雨林探秘

茂盛的树木遮天蔽日，山涧里泉水
叮咚流淌，漫步在五指山区热带雨林中，
扑面而来的是纯净的空气和满目的葱
绿，让人流连忘返。

五指山区遍布热带原始森林，层层
叠叠，逶迤不尽。海南主要的江河皆从
此地发源，山光水色交相辉映，构成奇特
瑰丽的风光。五指山有森林面积860平
方公里。森林中木本植物1400种，高级
珍贵木材150多种，药用植物1000多种，
还有100多种名贵的兰花。

五指山动物种类繁多，许多生物种
属为五指山区所独有。五指山热带雨林
区有600多种蝴蝶，占中国蝶种的50%。

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集中了热带
山地雨林和热带沟谷雨林的典型景观，
景区内古树参天、藤萝密布，奇花异草随
处可见……由五指山原始森林中的山泉
汇聚而成的水满河清澈透底，动静结
合。看身边彩蝶飞舞，呼吸着富含氧离
子的清新空气，让人身心都沉醉在大自
然中。

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栈道
两旁，你会看到一块块挂在树上的牌子，
上面是各种植物的介绍，一边呼吸着高
含量负氧离子的空气，一边进行科普，让
你的热带雨林之旅变得更加有意义。

热带雨林如此迷人，心动不如行动，
背起你的行囊，走出空调房，朝海南中部
山区雨林进发吧，常在海边游玩的你，会
认识不一样的五指山。

感受浪尖激情

五指山独特的山体地形以及热带雨
林景观，造就了五指山国内漂流胜地的
美誉。峡谷奇石林立，千姿百态，山间河
水清澈，河湾急缓交错，船行其间忽左忽

右，或前或后，高空漂落、惊险刺激、回味
无穷，让您真正体验浪尖上的惊险与刺
激，船行其间，还可一览峡谷两岸石林绝
壁，古木参天的热带雨林景观。

到五指山游玩，不到峡谷中漂流一
回，总会让人感觉有些遗憾。目前，五指
山境内有三大漂流地，分别是大峡谷漂
流、雨林峡谷漂流和红峡谷漂流。

在南圣镇到水满乡的南水公路旁，
翠绿的山林掩映下，一道大峡谷顺流而
下，各种奇特的岩石经过泉水千年的冲
刷红的发亮，红峡谷因此而得名。

五指山大峡谷漂流天高水长，阳光
妩媚，四面青山环绕。大峡谷漂流水流
落差急缓有致、河道布满巨石、两岸奇伟
峻逸，因为惊险刺激，有“华夏第一漂”之
誉。漂流全程长约6公里，最大落差8
米，峡谷奇石林立，千姿百态，景观独特。

热带雨林峡谷漂流，是五指山水满
河热带雨林风景区的项目，离水满乡集
市仅两公里，漂流全长4公里，最高落差
8米，可欣赏到高峡出平湖和田园风光。

到五指山登山、漂流，可就近入住五
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酒店周边环绕
着原始茂密的热带雨林，雨林中有沟谷
小溪，有激流飞瀑，空气清新甜润，负氧
离子平均含量达到每立方厘米30000个
以上。

酒店建筑为东南亚风格，兼有五指
山区富有传统和民族特色的船型屋与吊
脚楼等建筑形式，同时融合了当地黎苗
文化的图腾如大力神、蛙纹等图案，使酒
店建筑极富民族特色。在建筑规划设计
上最大限度地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
体，使游客在享受五星级服务的同时充
分体验原始热带的奇特景观，感受当地

特色的住宅文化。
“近期每逢周末房间都是爆满，需提

前预定。”五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营销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酒店在雨林中，山
风习习，凉爽宜人。

体验乡村骑行

“骑游海南岛 最爱五指山。”五指山
还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近年来，随着环
岛自行车赛的影响日益增加，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来海南骑行。五指山九曲蜿蜒
的盘山公路是自驾车友、自行车骑行爱
好者体验自驾游、骑行乐趣的不二之
选。五指山阿陀岭盘山公路199道弯，被
誉为环岛赛的魔鬼赛道。近年来，五指
山市因地制宜将自行车骑行旅游融入当
地经济产业发展当中，将五指山市打造

成为一个自行车旅游的主要目的地。
五指山开展自行车运动具有优越的

自然优势、独特的公路优势、完整的线路
优势……

五指山境内拥有最为多样的山区公
路资源，境内公路行程总长210多公里，
大部分公路是沿河而建。沿途高山、峡
谷、森林、河流、瀑布、稻田、乡村、集镇等
旅游景观元素众多、齐全，在海南全省各
市县中独一无二。欧洲山区公路坡度划
分为HC级、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五
指山区域内的公路系统中除了没有HC
级外，其余四个级别爬坡段均有，且不止
一处，在岛内拥有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
优势，是海南开展自行车运动、自行车旅
游的最佳地区。

尝原生态美食

“在旅游各要素中，吃是摆在首要位
置，有相当一部分游客专门奔着五指山
的美食而来。”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局长
陈键说，五指山开展了“十大名菜”评选
活动，打造出一批名菜、名店和名厨。在
海南“十大特色名菜”评选中，五指山市
选送的黎寨蒸全五脚猪成功入选。

五脚猪肉质结实、鲜嫩爽口、味道独
特、多吃不腻；雷公根、百花菜等野菜绿
色天然、清香怡人……地处海南中部山
区的五指山，良好的生态环境，宜人的气
候条件，孕育出丰富多样的原生态食材，

“五条腿的猪”“会冲浪的鱼”“不回家的
牛”以及“会上树的鸡”等都带有大自然
的“野性”。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黎苗
同胞，还会利用当地食材制作各种各样
的小吃，如竹筒饭、鱼茶以及三色饭等。

在五指山，红蚂蚁卵、蜂仔、木蛆等
都是美味佳肴。野味十足的菜品，配着
以竹筒为酒器的正宗山兰酒，赏着五指
山的美景，实乃人生一大乐事。

（本版策划/撰文 易建阳）

漫步雨林探秘、感受峡谷漂流、体验乡间骑行……

夏日避暑何处去 五指山下享清凉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进

入六月以来，我省迎来持续的
高温天气，不少市民都在考虑
去哪里纳凉消暑？地处海南
中部山区的五指山市，由于森
林覆盖率高，热带雨林分布广
泛，这里冬暖夏凉，成了避暑
的好去处。

五指山市有着“天然氧
吧”“翡翠山城”的美称，由于
海拔高、纬度低，森林密布，
光、热、水资源丰富，年平均气
温 22.4℃。独特的气候条
件，使五指山生物种类繁多，
植被分布为热带自然景观，美
不胜收。

环岛赛选手经过五指山曲折回转
的S形山路。 西海 摄

五指山水满乡木栈道吸引了众多
游客。 建强 摄

游客在体验惊险刺激的五指山大峡谷漂流。 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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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参加国家职
业考试的考生信息，打电话以“保
过”“有内部资料”“考后提分”为幌
子，骗取全国上千考生共5000余万
元。北京海淀分局警方日前打掉一
个借“培训办学”诈骗的家族式团
伙，目前30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
拘留。

当前，“考试保过”已然成为骗
子行骗的惯用伎俩，而其谎言的支
撑，无非是对外宣称有“内部资料”

“绿色通道”。倘若考试机构严格保
密，那么，骗子所谓的“保过”套路完

全是子虚乌有、弄虚作假。可一个诈
骗窝点，5000余万元诈骗款，说明仍
有不少人投机取巧，对骗子存有希
望。因此，杜绝“保过”诈骗的存在，
既要护好个人信息，又要确保考试机
构的独立，既要严打诈骗行为，又要
严管考生投机行为。这正是：

职业考试骗子多，
信誓旦旦能保过；
交钱培训难见效，
最坏莫过诈骗窝。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考试“保过”不保险

“以文件落实文件”
之风当刹
■ 徐扬 汪伟

日前，记者在一些国企采访时了解到，有

的企业有时一天能收到来自上级部门的二三

十份文件，件件要求企业“一把手”对某项工

作“负总责”“抓落实”。该企业负责人说，这

二三十个文件有时看都看不完，何谈负总责

和抓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明确要求，要精简文件简报，

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

件、简报一律不发。但有的地区和部门，仍然热

衷于发文件，甚至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情

况。这种文牍主义政风，是工作脱离群众、脱离

实际、不负责任的表现。

上级文件太多，下级如何处理？对策之

一，文件来了，改头换面直接下发；或收件者依

样画葫芦，继续下发，击鼓传花。如此将“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要求，变成了“一级压

一级，层层发文件”。此风不刹，势必造成上面

盲目发文、下面敷衍了事的不实现象，导致工

作围着文件空转。

“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

部门之所以屡禁不止，其原因在于一些干部不

想作为、不敢担当，把文件当成自我免责的挡

箭牌。“以文件落实文件”，看上去很有效率，

看上去责任分明，无论应对上级检查、还是对

下部署工作，只要有一纸文件在，就能说得出

口、拿得出手。但工作是否落实，措施是否到

位，则另当别论。

好的作风从实干中来，好的办法从实践中

来。反“四风”之所以受群众拥护，关键在于其

力求一个“实”字。遏止官僚主义反弹，就要在

“实”字上做功夫，倡导广大干部下基层、接地

气、求真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胆从实践中

为改革求解，为人民谋利。

■ 斯涵涵

最近有热心市民反映，厦门古地
石出现了一座“小山”，由共享单车堆
积而成，其中不少车子已损坏。记者
走访古地石社、安兜社、何厝社等居民
社区调查，发现共享单车被损坏、丢弃
街头的现象较为严重。而环岛干道沿
线，成批共享单车成“僵尸”，部分单车
霸占整条人行道，行人被迫和机动车
抢道。（6月12日《海峡导报》）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恶意损毁早
已备受诟病，而损坏的共享单车堆积
成一座垃圾山，则让人触目惊心。据
报道，2016 年，近 20 家品牌投放了约
200 万辆共享单车，而 2017 年预计投
放总量极可能接近 2000 万辆。这些
自行车报废之后，会产生近30万吨废
金属。

共享单车以绿色、低碳、便捷横空
出世，契合环保、利民理念，故而得到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广泛欢迎。
然而，仅仅几年间，不少共享单车就成
为随意丢弃、霸占道路、影响安全的城
市垃圾，引发人们吐槽，着实与最初的

节能环保初衷南辕北辙。
共享单车具备“扫码骑走”、任意

停放的特点，但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若
管理不当，监管缺位，过于方便会造成
随便，没有节制将变成泛滥。企业为
了抢占市场份额，吸引风投融资，大量
无序投放，占用社会资源，且只管投放
不管回收，共享单车垃圾成山终将形
成新的环保难题，令人头痛。

“谁污染谁治理”。共享单车企业
要改变以往肆意投放的无序状态，承
担起环保、节能的社会责任，在投放之
初就应该计划好破损、淘汰的单车“归
路”，而不是任其像“小强”一样在街头
巷尾泛滥成灾。职能部门要加大监
管，建立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让生产
者、运营商为自己的产品负责，而非顾
头不顾尾，眼中只有市场与利润，将社
会责任抛在脑后。要整合共享单车资
源，引导运营企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共享单车是全社会的民生工程，也
是一道环保新考题，如果说共享单车绿
色上路是现代城市靓丽的风景线，那
么，让共享单车合理回收、再生利用，才
完成了善始善终的良性循环。如何让
共享单车垃圾成山的痛点成为节能环
保治理的新节点，考验着政府部门的管
理智慧与单车企业的责任担当。

共享单车不能只投放不回收

新华时评

@人民日报：用彻查还原真相。近
日，一自称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网友发
微博举报北电摄影学院相关老师存在
师德师风和经济问题。北电再次卷入
舆论漩涡。信息芜杂，众说纷纭，不让
真相成为奢侈品，就需要用调查还原真
相，用公正处理呵护公信。法治时代，
更需讲理：讲道理，而不是比谁嗓门大；
讲法理，而不是比谁“背景”深。将纷扰
交给法律，才是最好的选择。

@法制网：闹婚变猥亵伴娘，有多
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闹新房”最后
变成“闹伴娘”，甚至变成猥亵伴娘的
丑闻，这几年来时有曝光。肇事者往
往揣着明白装糊涂，借着酒劲的作用、
借着婚礼的喜庆，揩把油就想溜之大
吉。事实上，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喜
庆的婚礼上，猥亵女性就是违法行为，
侮辱他人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不能
对揣着明白装糊涂视而不见。

@光明日报：高考后应及早做好职
业规划。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
虽然近年来机会的日益多元化使得“高
考决定论”有所减弱，但对大多数中国家
庭来说，其重要性依然不言而喻。遗憾
的是，较之关注学生怎么读书和考试，
我们的教育很少关注学生的职业规划、
专业规划和学校选择，导致许多考生因
一时规划失误而抱憾终生。 （张 辑）

■ 袁锋

据南国都市报报道，海口一些小
区公共消防通道被电动车、汽车等挤
占堵塞，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因为停
车难引发的抢占公共空间违停，也引
发了不文明的过激行为。爱车停在公
共场所过夜，第二天车子被放了气，这
样的事最近频繁进入视野。

飞速进入汽车时代的我们，既享
受着“四个轮子”带来的便利，也承受
着随之而来的烦恼，停车难便是其中

之一。从最早时“随便停，不收费”到
“到处都收费”，直到现在的“愿意交费
也难找到停车位”，这一过程在海口、
三亚仅用了不足 10 年时间。在汽车
已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停车位成
为了一种公共资源。种种挤占公共空
间现象的出现，是公共服务不足的尴
尬，也是公德意识缺失的表现。

对于公共空间的挤占，在一时一
地看起来可能影响还不很严重，但当
全市、全省各地的挤占叠加到一起，当
频率达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已经
不是小事，而有了明辨是非的必要，成
为一个严肃的公共议题。

人们在家里关起门来不管做什

么，只要不影响邻居，只要不触犯法
律，完全属于个人的自由。但到了家
门之外，就进入了公共空间，正如同世
上没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自由那样，
在公共空间的行为，也理所当然受到
限制，存在边界。不影响干扰他人，不
侵害他人权益，应该是主张自身权益
的边界，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条底
线。随着社会文明程度提升，许多人
都已认识到在公共场合应该遵守相应
的文明规制与礼仪。在公共空间的自
律，是一种品位，一种境界，我们的社
会成员如果能以这样的品位和境界来
指导自己的言行，那么乱停车扰民、广
场舞扰民等等矛盾也就基本上可以消

弭于无形了。
挤占公共空间虽然不妥，但以不

文明的过激行为对抗，同样不可取。
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除了价值观念
上的沟通，也有赖于法律制度的支
撑。有公平的规则、公正的执法，社会
的公共理性和协商精神就有了生长的
沃壤。其实，对于挤占公共空间的行
为，也并非无法可依，关键是有关部门
要让法规执行硬起来。同时，政府部
门的适当介入，能够相对有效地协调
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比如协调
公共资源，提供适宜的场地，或以立法
形式确立公共场所的权利边界，让不
同群体发生利益冲突时，能够相对明

确地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管理还

有赖于管理者开动脑筋，在前端做到
政策制定科学化与规划管理精细
化。比如，在保证交通畅通，不影响
社会治安环境的条件下，鼓励设置临
时性免费停车场所，鼓励社会公益性
场所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完善停车场
管理法规，规范停车场建设，整治乱
收费问题；开发和建立智能化的停车
诱导系统应用，将大数据应用到停车
位管理，改善停车环境；此外，在不影
响正常交通秩序的情况下，尽可能增
加道路临时停车位数量，让出行和停
车更高效。

守好公共空间的权利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