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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黄皮鸡又涨价了
黄皮是海南特色水果，含丰富的维生素C、

糖、有机酸及果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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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或头脑闷热不适时，嚼几个黄
皮，不但生津止渴，而且可预防中暑。

一般情况下，夏天肉类食品价格下降，因为天热，肉类食品消费量减少。但是，儋州市大成镇南吉黄皮鸡却逆势上扬——又涨价
了，一只刚出锅的熟鸡售价可达110元。尽管如此，黄皮鸡的销售仍然供不应求，顾客仍然需要预订才能吃到正宗的南吉黄皮鸡。

6月19日下午4时许，一对夫妻
游览了儋州大成镇南吉村百年黄皮
园。在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符在明开的农家乐里，夫妻俩对
黄皮鸡产生了兴趣：“听说这里黄皮鸡
特别好吃，有没有做好可以打包带走
的？”“没有，我们都是现做现卖，黄皮
鸡出锅趁热吃最香。”面对初来乍到的
游客，符在明细心讲解，黄皮鸡的做法
比较特别，通常需要一个小时才能把
鸡做熟。而刚出锅的黄皮鸡味道是最
好的，因而不建议打包带走。

据了解，黄皮鸡是儋州传统美食，
以前虽也有名气，但只局限在儋州境
内。随着儋州黄皮品牌效应不断扩
大，儋州黄皮鸡随之声名鹊起，受到越
来越多食客的追捧。2015年，南吉村
只有 1 家农家乐，2016 年增加到 2
家。随着游客的需求越来越大，今年
村里又增加了两家农家乐。

“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游客，但
是，黄皮上市季节，游客人数暴增。像
去年7月份的几个周末，游客想吃到
南吉黄皮鸡，预订晚了都要排队，特别
是中午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吃到黄皮
鸡。”符在明说，去年他的农家乐两个
月就接待了300多桌游客。

今年，符在明的农家乐规模扩大
了接近一倍，可同时接待13桌游客。
全村 4 家农家乐同时可以接待 37
桌。尽管南吉农家乐越开越多，黄皮
鸡的价格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年年
上涨。

“2014年的时候，一只做好的黄
皮鸡可以卖 80 元；2015 年卖 90
元。到了2016年就卖到了
100元。”符在明说，黄
皮鸡的价格年年上
涨，销量每年也是
成倍增加。

黄皮鸡是儋州特色美食，也是儋州
人过去用来招待亲朋和贵宾的名菜。

在儋州，大成镇南吉黄皮鸡最为
出名。南吉黄皮鸡有四个独特之处：
一是当地传统的小种鸡在黄皮园内自
然孵化；二是放养和圈养结合，鸡在黄
皮树下生长，除喂食外，还吃白蚁、蚯
蚓、黄皮果等食物；三是黄皮林下养殖
的小种鸡免疫力强，少有疾病，鸡煮熟
后，鸡皮油光滑亮，色泽淡黄；四是制
作黄皮鸡，佐料主要是黄皮果、黄皮树
叶、黄皮根和黄皮寄生，确保美味的同
时又起到相应的保健效果。

儋州黄皮鸡做法有多种，南吉黄皮
鸡做法以蒸为主。挑选南吉村本地约3
斤的小种鸡，将鸡杀好洗净，用盐等在鸡
身上揉搓，使之入味。然后将整鸡放入

铁盆，再将铁盆置于
大锅中，锅底加入少
许水，以没过铁盆为
准。铁盆中放入多种当地
特色食材佐料，并将黄皮树叶盖
于鸡上，慢火高温蒸半小时。揭开锅盖，
在腾腾热气之中，用筷子拨开层层黄皮
叶，一股黄皮独有的清香味扑鼻而来，整
只鸡泛着微微黄色，表皮油亮充满光泽，
用手轻轻地撕一小块并沾上特制酱汁放
入嘴中慢慢咀嚼，鸡肉肉质柔韧、骨脆清
香，那滋味可谓是回味无穷。

因为采用这种特别的做法，黄皮
鸡好吃不腻。儋州市旅游委相关工作
人员说，曾有6位游客在南吉村百年
黄皮园农家乐点了6只黄皮鸡，竟一
餐全部吃完！

今年，一只熟黄皮鸡，能够卖到
110元。默默无闻的儋州黄皮鸡怎
么一下子就火了呢？

其实，儋州美食众多，像黄皮、黄
皮鸡一样的特色美食更是受人追
捧。但是，以前缺乏宣传推介，知道
的人不多，吃过的人更少。近年来，
儋州市政府加大推介力度，着力打造
以儋州黄皮、儋州粽子、儋州鸡等为
代表的九大特色农业品牌，品牌效应
一年一年积累。去年，儋州市首次举

办“十大小吃”与“十大名菜”评选，南
吉村制作的南吉黄皮鸡还一路闯关，
荣登儋州“十大名菜”榜单。

“黄皮鸡销量年年翻倍、价格年
年上涨，根本原因是儋州黄皮品牌
打响了，带火了黄皮鸡。”儋州市旅
游委工作人员说，因为儋州黄皮名
声越来越响，到大成镇特别是到南
吉百年黄皮园的游客越来越多，游
客来了自然要消费，而作为儋州特
色美食，黄皮鸡随着游客品尝点

赞，又带动更多游客的到来。
到儋州百年黄皮园，你不仅可以

吃到南吉黄皮鸡，还可以吃到在其它
地方吃不到的美食，如黄皮炖猪蹄、黄
皮闷老鸭、黄皮煲老母鸡等特色美食。

虽然南吉黄皮鸡又涨价了，一只
卖到110元，但实际上，与城里物价相
比，游客在南吉吃饭消费并不贵，人均
消费在70元左右，不算高，关键是能够
吃到在城市吃不到的传统美食，而且还
能游园采摘品尝最新鲜的野生黄皮。

黄皮鸡价格年年看涨

儋州美食——黄皮鸡

儋州黄皮带火黄皮鸡

本版策划/周月光 本版文字/周月光 李珂

6月17日，在儋州市大成镇推赛村委会南
吉村，村民正在为游客们打包黄皮。据村民介
绍，今年的黄皮长势很好，价格也不差，上市以
后一直供不应求。该村目前种植黄皮树150
亩，百年以上的黄皮树近10亩，其中有一棵三
百年的黄皮古树，被誉为“海南黄皮王”。

袁才 摄

⬆ 2016年儋州首届“十大小吃”与“十大名菜”评选，儋州南吉黄皮鸡一
路闯关荣登“十大名菜”榜单。图为参赛选手现场制作黄皮鸡。 舒晓 摄

⬅ 南吉黄皮鸡。舒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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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振海 晏国政

近日，记者在中部一些贫困县调
研发现，部分县乡干部说起脱贫攻坚
的具体帮扶措施头头是道，一谈到如
何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主观能动性
就面露难色。扶贫先扶志，人勤百
业兴。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
段，广大扶贫干部要在精神扶贫上
多下苦功。

一段时间以来，各级政府积极落
实中央部署，采取有力举措，脱贫工
作取得显著成绩。然而，由于一些地
方和干部只重视物质扶贫，部分贫困
户“肚子”饱了、日子好了，致富奔小
康的精气神却还没打起来，给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埋下了隐患。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存在重物质轻精神的问题。
少数基层干部想方设法在容易出成
绩的物质扶贫上动脑子，对见效慢的
精神帮扶有畏难情绪，导致脱贫攻坚

工作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
如此一来，便会导致部分贫困群众对
政府部门的物质帮扶产生依赖，缺少

“我要脱贫”的内生动力，不利于脱贫
攻坚工作的有效开展。

精神贫困，往往比物质上的贫困
更可怕。有些贫困户和贫困村多年
来帮而不富，与缺乏穷则思变、穷则
思勤的精神有很大关系。这种精神
的树立，既要靠贫困群众自我生发，
也要靠当地政府和扶贫干部积极作
为，去唤醒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意
愿，激发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志向。

变“让我脱贫”的被动思维为“我
要脱贫”的进取意识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解决部分贫困群众精神贫困、内
生动力不足问题，需要基层干部切实
转变观念。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对贫
困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大力发展农村
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
新产业扶贫机制，增强贫困群众的参
与度，以扶贫“参与感”带动脱贫“获
得感”，避免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等待观望，甚至出现“生活富了，
干劲没了”的现象。

扶贫先扶志 人勤百业兴

近期，贵州警方破获一起涉嫌
传销的案件。据调查，这个名为

“国宏基金”“国宏众筹”的组织网
络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会员已
逾3万人次，会员之间存在着推荐
关系，组织结构共6级41层，呈金
字塔结构，实际收取参与人资金达
17亿余元。

传销，本身具有迷惑性，而传销
再傍上网络，无疑更具迷惑性。外
有“基金”“众筹”等高大上的“马
甲”，内有粘性很大的等级关系，而
且还有以会员费为支撑的高额返

利，怪不得这一所谓的网络金融引
得不少人趋之若鹜。然而，究其资
金来源，主要的创收路径竟然是会
员会费，这显然与传销无疑。互联
网金融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也夹
带着风险。我们必须擦亮双眼，而
不可为利迷了眼。这正是：

网络金融迷人眼，
广纳会员为了钱；
高额返利多风险，
金融投资细明辨。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网络金融需明辨

为刷单入刑叫声好
全国“组织刷单入刑”第一案 20

日在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90 后”刷单组织者李某某通过创建
网站和利用语音聊天工具建立刷单炒
信平台，非法获利 90 余万元，被公诉
机关起诉，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5
年9个月，并处罚金92万元。

这起全国“刷单入刑”第一案，可以
说，改写了打击刷单行为主要靠行政手
段处罚的历史，对其他刷单炒信组织者
无疑具有重要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刷单炒信行为，该收手了！

目前，刷单炒信已成为人人喊打
的社会公害。它误导了消费者对商家
的判断，涉嫌不正当竞争，严重损害社
会的诚信环境，甚至影响整个电商经
济的发展。对此，只有通过法律严惩，
才能让刷单炒信者树立起对消费者的
最大尊重，以及对法律的最大敬畏。

全国“刷单入刑”第一案启示我们，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之下，如何确保法律
法规与时俱进保持与电商发展同一步
伐，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何勇海）

免费停车告示牌
值得点赞
■ 袁锋

琼山区政府近日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在主要路
段设立了告示牌，明确告知市民所划设的电动车
停车位免费，可依据告示拒绝乱收费，发现收费行
为可拨打110举报。（见今日A12版）

电动车停车收费乱象历来为市民所深恶痛绝，
无照无证收费者有之，只收钱不负责者有之，对于
依靠电动车出行的市民而言，已经不啻为一种社会
公害。自2015年4月起，海口市已在不影响交通的
前提下划设了一些免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泊
位，本是便民、利民之举。而在政府部门专门划设的
免费停车位上收费，更是令人惊诧莫名，明明是免费
停放点，为何有人胆敢理直气壮地收费？一元两元
的停车费看似小事，但乘以海口数十万辆电动车这
个庞大的基数，就变成了事关百姓利益和政府公信
力的民生问题。圈地收钱，瞒天过海，挑战着社会
公众的忍耐力；违法必究，令行禁止，是相关部门转
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的必然要求。

在这种情势下，有关部门以告示牌的形式给骑
车人撑腰，可谓打击乱收费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
有了告示牌，效果立竿见影，乱收费人员基本不见
了。可见对于一些难以根治、易于反弹的城市管理
乱象以及善于跟执法者“打游击”的人员，只要开动
脑筋，集思广益，类似告示牌这样成本不高、难度不
大、收效明显的办法还是有的，关键就看决策者、管
理者对于此类难题有没有一抓到底的决心，有没有
关心民瘼的情怀，有没有“穷追不舍”的招数。

虽然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电动车停车乱收费现
象在一些地段依然难以根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政府才能树立起公信力执行力，社会才能有序高效
运行。为此，公权力部门一方面要从强化社会治安
入手，严打电动车盗窃等犯罪现象，不给电动车看管
留下“市场”，另一方面要从强化政策执行入手，继续
使用此类手段向公众广为告知，鼓励公众对违法收
费进行举报投诉，加强巡逻及排查、处罚，不给不法
之徒可乘之机。管住了伸向电动车车主的收费黑
手，方能让群众感到更暖心、贴心。

■ 饶思锐

有媒体报道，在海口全市的住宅
小区中，登记备案成立业委会的不足
三成。在各种现实因素影响下，有的
小区业委会成立遭遇“难产”；有的因
成员内部利益纠纷变味；更有的名存
实亡……许多小区业委会遭遇“成长
的烦恼”。

业委会成立难是个老问题，然而
这一问题在海南尤为突出。首先，不
少楼盘建设周期和销售周期都较长，
边建边售的情况较多，使得已出售且
交付面积过半这一召开业主大会或筹
备业主委员会的先决条件，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难以达到。其次，部分小区

入住率不高，部分业主常年不在“线
上”，整体“活跃率”不高，参与积极性
不强，也导致小区业委会成立难。再
次，一些开发商及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由于利益关系，对召开业主大会及成
立业委会极不配合，甚至各种阻挠、刁
难，有的暴力相加。诸多因素导致海
南不少小区业委会遭遇成立难。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同样，
对于小区业主而言，小区各项事物的
审议、核准、决策等大权怎能假手于物
业服务企业，并最终受制于物业服务
企业？业主成立业委会，最主要的目
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行使业主权利，以
及对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监督管理。这
使得业委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成为立场
对立方，而非友情合作方。如果把小
区比作一个企业，那么业主就是股东，
业委会就好比是董事会，而物业服务

企业就是CEO，物业服务企业所拥有
的只是汇报、提议、执行等权力，而不
能代行全体股东的权利。然而由于小
区的“股东”绝大多数都是“散户”，自
身力量较弱，导致“CEO棒打散户”的
事情经常发生。

在现实中，一些物业服务企业搞
不清自身定位，不把自己当成服务于
主人的管家、佣人，反而时常凌驾于
主人之上，还有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本末倒置，把开发商当成了服务对
象，一起“坑业主”。不仅如此，一些
物业服务企业长期以来各项收支账
目不透明，人员工资、公摊水电、维护
开支等成了理不清的糊涂账，停车
费、广告费等收入长期不入账或去向
成谜。到最后，物业服务企业账面入
不敷出、长期亏损却赖着不走的新闻
屡见报端，有的物业服务企业被解聘

后还以各种“历史欠账”为由讹上业
主一笔。物业服务企业的强势地位
决定了在这场“个人与组织”的对抗
中，往往是业主败下阵来。如果不扭
转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的不对等地
位，业主权利将成为空谈。

业委会成立与否，事关众多业主
的切身利益。一方面，海南要利用特
区立法权的优势，根据海南实际情
况，对《物业管理条例》《海南经济特
区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没有具
化的物业管理内容进行细化、补充，
通过立法优化完善相关规定，为业委
会成立降低门槛、制造便利。如推动
建立网络及新媒体等虚拟空间的业
主大会平台，允许实名认证的业主在
网络平台直接行使业主权利等。另一
方面，在业委会难以成立的现实前提
下，可以探索建立一些替代机制，成

立一些部分暂行业委会权力的替代
组织，如探索以临时业委会、楼长制、
楼栋委员会等来代行部分业委会的
权力，或由小区业主中的财务审计、
建筑园林、法律等专业人士组成的业
监会行使业委会的监督权等权力。

就保障业主权利，维护业主利益
而言，业委会可以暂时“真空”，但业
主权利行使主体片刻不能缺位。相
关部门既要推动立法，加强对物业服
务企业的管理和审计，对其财务公开
等事项作出法定的强制性规定，明确
保障业主质询、监督的权利，还要明
确具体的职能部门在业委会成立前
代行部分业委会权力，推动第三方监
督、制约物业服务企业，确保物业空
间及其所有权、管理权最终完整移交
到全体业主手中，切实维护广大业主
的利益。

业委会可以“真空”业主权利不能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