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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蔡堂瑞介绍，2011年的时候，
自己并不知道绿壳鸡蛋，还在一门心思
的研究如何将红皮南瓜生意做得更
好。但这年冬交会上的一瞥，让他放弃
做了三四年的南瓜生意而转行养鸡。

“第一眼看到感觉很好奇，鸡蛋怎么
能长成这个样子？绿皮的、精巧玲珑。”
这是蔡堂瑞对绿壳鸡蛋的第一印象。通
过了解，蔡堂瑞知道这种鸡蛋营养价值

高，售价也很不菲，每枚鸡蛋售价四元左
右，并且海南目前还没有这种鸡蛋。

“这种鸡蛋肯定会有市场，这或许是
个商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蔡堂瑞的脑
中闪过。蔡堂瑞马上去岛外考察市场，
通过市场调研，他决定转行养鸡。在
2012年，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
作社注册成立，并在儋州木棠镇谭乐村
建起了一个百亩左右的养殖基地。

万事开头难。当蔡堂瑞还沉浸在

创业的激情中时，一个突发事件让他猝
不及防。雄起合作社从外面引进的三
万只种鸡死了80%，面对这样严峻的
场面，蔡堂瑞有点手足无措。蔡堂瑞在
请教了很多专家之后，得知是因为外来
品种不适应本地的气候条件才会大量
死亡，想要养殖的话，必须要对品种进
行改良。

在专家的建议下，蔡堂瑞将引进的
五黑鸡和本地的儋州鸡进行杂交繁

衍。经过三代改良之后，终于得到了现
在享誉岛内外的“儋凤”牌乌骨鸡。蔡
堂瑞说，“儋凤”牌寓意着是从儋州飞出
的黑凤凰。无论是五黑鸡还是儋州鸡，
两个品种都是珍品，改良后的“儋凤”牌
乌骨鸡，既有五黑鸡的滋补又有儋州鸡
的香味，遗传了五黑鸡原有的外形特征
和儋州鸡凶悍好斗性格，喜欢上飞下
跳，练就了十分健壮的体格，增强了抵
抗疾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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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练好内功
如今，绿壳鸡蛋火了，被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认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蔡堂瑞笑
着说道，这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
上，绿壳鸡蛋的品质有保障，质优引来更多
的消费者，再加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方
式，扩大了客户群体。外因上，儋州市政府
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提高了绿壳鸡蛋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通过儋州市政府的挖掘、培育，
“儋凤”绿壳蛋鸡已经被打造成了海南农产品
特色品牌。儋州市畜牧局负责人说，儋州雄
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以后会引进和服务好畜牧龙头企
业，让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发展畜牧养殖，加快
畜牧业生产标准化、集约化、特色化、产业化
发展。

对于以后的发展，蔡堂瑞信心满满，他准
备在儋州市峨蔓镇蔡屋村新建一个1100亩
的新基地，新基地将种植柚子，乌骨鸡在林下
散养，做到多方位发展。蔡堂瑞说，儋州市委
市政府对合作社的项目也十分重视，提供了
很多的帮助。

蔡堂瑞说，随着人们对健康食品的追
求，绿壳鸡蛋的市场会越来越好，但对鸡蛋
的品质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品质是品牌的
基础，蔡堂瑞认为，下一步合作社将要自内
而外谋发展，练好内功，将产业做强做精，尤
其要做到标准化，制定统一的饲养标准，做
到绿色、无公害，给消费者品质更佳的绿壳鸡
蛋。“绿色无公害，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不管
挣钱多少，首先应该保证的就是对人体有益，
我宁可关门回家，也绝对不会做昧良心的事”
蔡堂瑞说。

在雄起合作社养殖基地，成群的乌
骨鸡或引吭高歌，或展翅飞上树梢。蔡
堂瑞说，为了保证绿壳鸡蛋以及鸡肉的
品质，充分释放乌骨鸡的野性，合作社
将所有的鸡在林下散养，任其啄食林中
的虫子和青草，做到绿色饲养，到2013
年 4 月，雄起合作社日产蛋量多达
4000枚。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
随随便便成功”。正在养殖基地刚刚走上

正轨时，绿壳鸡蛋的销路又遇到了问题。
蔡堂瑞说，因为绿壳鸡蛋走的是中高端
路线，一枚绿壳鸡蛋的售价是普通鸡蛋
的两三倍，一时让消费者很难接受。

打开销路、扩大宣传，成为合作社
发展的重中之重。蔡堂瑞和合作社的
员工将滞销的绿壳鸡蛋免费送给消费
者品尝，还奔走于各个展销会上。事情
终于迎来转机，在2013年的冬交会上，
绿壳鸡蛋引起了参展客商和消费者的

关注，绿壳鸡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销
路也逐渐打开了。

如今，绿壳鸡蛋除了在省内海口、
三亚等各个城市销售外，还通过互联网
平台远销全国各地。合作社的销售经
理张珊梅透露道，今年7月儋州绿壳鸡
蛋会在香港展销，8月将在俄罗斯展
销。毫无疑问，经儋州市政府及企业的
努力，儋州绿壳鸡蛋的品牌逐渐打响，
成为消费者青睐和信任的优质产品。

经过五年多的发展，儋州雄起合作
社的规模不断壮大，如今合作社共养殖
了35万只鸡，日产蛋量达到2万枚，合
作社社员有106户，农户饲养乌鸡最多
的有5000只。为了丰富产品种类，满
足市场不同的需求。除绿壳鸡蛋外，雄
起合作社还推出了生鸡、冰鲜鸡等产
品，下一步还将推出适合旅游市场的黄
皮乌骨鸡等熟鸡产品，将绿壳蛋鸡这一
儋州新兴农业产业做大做强。

在儋州市木棠镇的很
多小树林里，散养着一种
乌骨鸡，它们野性十足，多
吃虫和青草，生出来的鸡
蛋蛋壳呈绿色。

据了解，这些乌骨鸡
都是由儋州雄起珍禽良种
产业专业合作社养殖，如
今，它们还有统一的商标
——“儋凤”牌。“儋凤”是
如何在儋州茁壮成长，并
最终振翅高飞呢？

结缘：以貌取“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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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
合作社饲养的乌骨鸡。 舒晓 摄

儋州雄起珍禽良种产业专业合作社的乌鸡放养基地。平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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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餐改”暖人心

别让高温“休息令”
形同虚设
■ 杨玉龙

16 日，杭州市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高温天气企
业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
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但记者走
访发现，仍有一些工地为了赶工期，
工人顶着烈日酷暑干活，高温“休息
令”形同虚设。（7月17日新华网）

事实上，无论是高温津贴还是高
温“休息令”，在落实上均不尽如人
意。其实，高温“休息令”的实施，不仅
是为了保障工人的健康安全，也有助
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高温条件下，换
班轮休既减轻了工人的负担，也体现
了企业的以人为本，更可以保障施工
的安全。

高温“休息令”落地，除去用人单位
的自律，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比
如，加强宣传，同时提高工人依法维权
的能力；安排专门执法人员巡逻，督促
工地自觉停工；鼓励群众举报，对查实
的坚决予以整改、处罚。

教育好“熊孩子”
家长要以身作则
■ 高健钧

近日，网上一段广西6岁小孩驾车上路的视
频引发人们对调皮捣蛋“熊孩子”教育问题的关
注。

近几年，小孩恶作剧随处可见，“熊孩子”的
各种危险行为也频频见诸报端：在铁轨上放石
子、损坏汽车、将其他小孩推下电梯……渐渐，人
们发现，“熊孩子”并非只是“调皮捣蛋”那么简
单，他们对公共秩序、他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
威胁一点不容小觑，管理好“熊孩子”成为社会新
课题。

细究发现，出问题的是孩子，病根却在大人
身上。一些家长不仅做不到言传身教，而且对孩
子的顽劣视而不见，甚至采取放任的态度，认为
孩子还小不懂事，调皮是孩子的天性等等，对孩
子不文明行为进行无原则庇护。

更多的家长，是在教育理念上出了偏差：注
重孩子的物质需求，忽视精神培养；重视学习成
绩，轻视素质教育；注重保护孩子天然个性，却
忽视培养必要的礼义廉耻心。结果就是，孩子
无形中养成了缺乏规则意识、惟我独尊、不拘小
节的坏毛病。

孩子是一张白纸，儿童时代是个人成长的关
键时期，其间形成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方式对
其一生影响深远。有人说“有了孩子自然成了父
母”，然而事实却是，要成为“合格父母”还需要大
人们对孩子花更多心思，并以身作则。

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民素质
应该从娃娃抓起，更应该从家长抓起。一张成绩
单绝不是孩子成长的全部，维护个性也应有度，
这些都是家长需要深刻意识到的。教育部门也
应积极与社会组织联动，加大家庭文明理念规范
的宣传和引导。与此同时，当孩子的行为触犯法
律法规时，应依法对监护人实施惩戒。

■ 饶思锐

15 日，一名骑电动车男子被交
警处罚时突然乱跳乱舞的视频在
网络走红。视频经网友配乐后广
泛 传 播 ，该 男 子 也 被 称 为“ 尬 舞
哥”。迫于压力，16 日中午，该男子
到 海 口 市 公 安 局 东 山 派 出 所 投
案。目前，该男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处以行政拘留五日。（7 月 17 日
《南国都市报》）

面对交警正常的执法行为，当事
人如果有异议，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合
理合法的形式或途径进行表达或申
诉。然而，该男子为逃避处罚，上演

“神灵附体”装神弄鬼，公然抗法并攻
击公安交警执勤人员，此举不仅丑态
百出，还触犯了相关法规，影响了交
通秩序。最终，该男子不仅未能逃避
交通违法的相关处罚，反而“偷鸡不
成蚀把米”，因为抗法行为而受到治
安处罚。此外，相关视频被网络大量
转发后，也让当事人自己丢尽了脸
面，让其家人受到了心理伤害，当事

人为自己“脑洞大开”的“创意”付出
了多重代价。

在相关部门强化日常执法的过
程中，以耍泼耍赖皮的形式抗法的
行为屡屡见诸报端。为了逃避处
罚，有的脱衣裸奔，有的撒泼打滚，
有的插科打诨，有的污蔑执法人员
打人……诸如此类，斯文扫地，丑态
百出。其动机无外乎引起公众关
注，博取公众同情，争取舆论支持，
制造执法阻力，最终逃避或对抗法
律制裁。

然而，在法律法规日趋健全、行
政执法日趋规范、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的今天，群众早已不再是不明真相、
不明事理、好生事端的观众，而是知
法、守法、护法的积极公民。这从原
来“看热闹不嫌事大”“出了事就是政
府的事”，到如今舆论对违法之徒、对
无理取闹之人一边倒的批评中可见
一斑。

对于那些妄图以恶劣手段阻碍
执法、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人，也该
当头棒喝——违法违规了就应坦然
接受处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原来
那一套抗法的做法已经不管用了，围
观群众也不那么好糊弄了，别再丢人
现眼又违法了！

撒泼抗法者须严惩

据报道，从7月17日开始，铁
路部门将在全国27个主要高铁客
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
服务。通过12306网站、手机APP
等方式，不仅可以挑选高铁列车上
的餐车盒饭，也可以预订沿途社会
品牌的餐食，并享受送餐上车服务。

近年来，高铁快餐因种类少、口
味单一、价格偏高，一直备受热议。
此次高铁餐食服务互联网化，同时
首次将餐饮服务大门向社会开放，
无疑是铁路部门在提升服务质量方
面的一次变革创新，这种探索值得
肯定。“互联网订餐服务”不仅满足

了旅客的饮食需求，实现餐饮供应
多元化，让众口不再难调，还通过引
进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供应商提高
服务水平，改善整体餐饮服务质
量。高铁餐饮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
还有待观察，希望铁路部门能秉持

“让旅客舒心才是关键”这一宗旨，
真正把好事办好。这正是：

网上订餐进高铁，
多种方式把单接；
旅客点赞心头暖，
改革便民是关键。

（图/朱慧卿 文/邓瑜）

■ 袁锋

7月16日，台风“塔拉斯”逼近三
亚市海棠区，林旺北路的一个消防栓
损坏泄漏，为及时抢修，海南天涯水业
东部供水有限公司管网部经理陈永国
冒着危险，12次换气、下潜，几番浮沉
终于将阀门成功关住。（7月17日《海
南日报》）

如果调运设备将井水抽干，再下

井关掉阀门，就得耽误近半小时时
间；为了不影响整个海棠区的供水，
陈永国选择了直接潜入水井。12 次
换气、下潜，就是小伙子也不一定吃
得消。当时，43岁的陈永国已精疲力
尽，大水流冲击让他接连呛了几口
水。陈永国抢修的一幕被拍下传到
网上，“潜水哥”的举动赢得网友点
赞。风雨就是动员，险情就是命令，
危难面前，一条条挺立的脊梁扛起了
敬业与责任，一桩桩凡人善举书写了
奉献与担当。

在海南，“潜水哥”并非孤例，
2016 年 8 月 19 日，三亚凤凰机场排

水管道堵塞导致严重积水，供水站
“90 后”维修工胡环宇顾不了水有
多脏，先后 4 次一头扎进下水井，憋
气徒手寻找堵点。他头扎下水道、
徒手挖垃圾的照片被上传到网络，
被 网 友 点 赞“ 风 雨 中 最 帅 小 伙 ”。
而在 2014 年 7 月 24 日，平凡且朴实
的三亚市南田农场红旗分场场长
李德海为了检查大坝漏点，只身潜
入水中，却光荣殉职，再也没能上
岸。只有具备了一种敬业精神、奉
献精神，具备了使命感、责任感，才
会在危急时刻、风雨之中如同受到
召唤般主动挺身而出。这些挺身

而 出 有 的 润 物 无 声 ，有 的 重 如 千
钧，却都体现了一名劳动者的职业
操守和奉献精神。

一个个“潜水哥”，凝聚和释放
着社会正能量。当天，人民日报客
户端以《台风中为关阀止水 他 7 分
钟下潜污水 12 次》为题进行转载，短
短 10 分钟内浏览量便超过 5 万次，
中国新闻网微博的阅读量更是超过
了 51 万。“感动”“大大的赞”“向爱岗
敬业的螺丝钉致敬！”“向危难中挺
身 排 除 急 难 险 情 的 陈 永 国 致
敬！”……网友们的评论代表了大家
一致的感受。

对于许多劳动者而言，自从投身
一份工作，责任与使命就在他们心里，
关键时刻显现出来的爱岗敬业、不辱
使命，更让人们生出一份敬佩与感
动。正是有了他们“辛苦我一个，幸福
千万家”的付出，有了他们拼命三郎一
般的默默奉献，才换来了社会的有序
运行，欣欣向荣，他们的敬业奉献，理
应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赞许。这样
的社会正能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一脉相承，既激励着更多的劳动者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能在灾情发
生、危难来临时成为鼓舞人们守望相
助、和衷共济的号角。

“潜水哥”彰显敬业与奉献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