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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花开遍椰城

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生态资源是海口最宝贵的资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口长远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理念先行。回首海口两年的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之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海
口已开始打造“双创”升级版，对创建成
果进行巩固提升，从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站
在新起点，海口正焕发新的活力。

高位推动：
水清岸绿扮靓城市

蜿蜒的河水顺着河道涓涓流淌，
翠绿的小草随风而动，一群鱼儿在水
中漫步……走进凤翔公园美舍河示范
段，一幅跳动的生态图景跃然眼前。

仅一年前，这里还是困扰百姓生
活的堆填场、乱石地。一年后，这里成
了市民休闲娱乐的“游乐场”。市民刘
英从家中阳台就能俯瞰公园的全景，
望着眼前的翠绿，她说：“自己仿佛生
活在大自然中。”

“创文”两年间，海口以“最难啃”
的美舍河为试点，由市委书记、市长担
任河长，通过生态修复的方式，拉开全
市32个黑臭水体整治的序幕。短短
数月，3.5万平方米的垃圾堆填场变成
了全国最大的梯田湿地，其中1.4万
平方米梯田湿地具有八级净水能力。

此外，先后启动西海岸带状公园
等23个城市增绿项目，完成125条街
道、22个街边街心绿地补植，通过“透
绿见蓝”“透光见海”，提升滨海公共空
间景观品质；对环境违法“零容忍”，截
至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610宗。

据统计，海口“好空气”自2013
年起，连续4年居全国74个重点城
市空气质量第一；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
准，近岸海域水质达标率100%；完
成植树造林13万亩，海防林工程建

设5478.7亩。
“还绿于民，才能让百姓亲近自

然，真正地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海
口市规划局局长龙舒华说，未来海口
还将增加14个公园、19个广场。

思想转变：
绿色低碳融入市民生活

因饱受附近餐饮店油烟困扰，今
年8月17日，市民林利民向12345政
府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同一天，龙华
区环保局和城管局派人到场勘察，要
求整改。今年以来，类似的环保举报
件数量增长迅猛。

生态文明，不仅要治好生态“痼
疾”，更要提升百姓的文明意识。在海
口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宋延巍
看来，从“无投诉”到“有投诉”，从“被
迫参与”到“主动参与”，市民对待环境
的态度变化，反映出环保意识的提升。

如今，在海口的街头，摩拜、OFO
等共享单车随处可见。大街小巷里，
各色的电动汽车、电动公交车来往穿
梭。低碳出行，有效地缓解了交通压

力，更在市民心中成为“时尚”。
在海口不少小区，一个个绿色的

旧衣回收箱成为市民追捧的“宝
贝”。不少有旧衣处理烦恼的市民，
在这里重新为衣服找到“新家”。琼
山区国兴街道办事处巴伦居委会仅
装上回收箱一天，就收到了10余件
衣物。救灾济贫储备类将被捐赠到
慈善机构，再生纺织原料类将进行再
循环和再使用。

生态文明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每
一分成绩都来之不易。琼山区府城街
道办事处主任王绥臻对此感触颇深，

“海口生态环境的改善，最关键的在于
市民的热情参与。”在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过程中，海口先后组织“绿水青山”
主题环保宣传活动，组建“追鹭”服务
队，越来越多生态文明的理念走进生
活，行于实践。

谋划未来：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后，海口的生
态文明建设该如何继续？”这是不少市

民的疑问。
宋延巍认为，提升海口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键在于体制保障。这与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不谋而合。

“海口将全面落实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将环保工作作为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评的重要依
据，同时抓紧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
体系，推广GEP生态核算、自然资源
资产责任审计，建立形式多元的生态
补偿机制，和健全的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宋延巍说道。

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孙福林表
示，海口水体质量有所好转，但治水任
务依旧任重道远。“海口正努力推动
32个水体治理，通过一河一策，深入
推行河长制和湾长制，解决百姓关心
的水体突出问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站在全国文明
城市的新起点，海口将一如既往继续
坚持生态文明之路，让百姓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最大受益者，让生态文明
焕发椰城新活力。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已成海口共识

修复城市生态 践行绿色生活

■ 本报记者 刘操 李磊

玉包港位于澄迈县桥头镇北
面。1950年3月27日拂晓，解放军在
玉包港登陆，在琼崖纵队和当地老百
姓的配合下，赢得了登陆作战的胜
利，为主力渡海登陆解放海南岛提供
有利条件。

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玉包港涛
声依旧。近日，记者走进在玉包港登
陆作战中为解放军提供了极大帮助
的革命模范村——桥头镇文兵村，重
温革命年代的红色记忆。

澄迈县元隆小学南侧吴元隆烈
士碑前，文兵村 100 岁高龄的村民
吴应文回忆起了村中革命烈士吴元
隆的事迹：1926年就投身革命的吴
元隆曾经在文兵村等地进行革命活
动。1930年，吴元隆接到县委通知
在文兵村成立区委，当时，吴元隆组
织当地 1000 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
进行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32年，琼崖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失败，吴元隆带领贵南党支部的共
产党员坚持革命斗争，使贵南地区
（今福山、桥头）的革命火种不灭，红

旗不倒。
“在抗战时期，吴元隆也勇敢地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他1941年任
澄临办事处副主任、澄迈县办事处副
主任等职。同年10月，他和县委书记
李独清等人在桥头乡村开展革命活
动时被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光荣
牺牲。”吴应文回忆。

蓝天白云下，高耸在海岸边的玉
包港登陆作战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
凝视纪念碑，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仿
佛就在眼前……

在吴应文的记忆中，1950年3月
26日晚，解放军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
部主任刘振华、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
山率领一个加强团2973名指战员，分

乘81艘大小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
起航渡琼。3月27日拂晓，解放军在
玉包港登陆，在琼崖纵队和当地老百
姓的配合下，赢得了登陆作战的胜
利，为主力渡海登陆解放海南岛提供
有利条件。

在听到玉包港一带传来的密集
枪声后，文兵村的村民也迅速赶来接
应。澄迈县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玉包港登陆作战的整个过程
中，包括文兵村在内的澄迈当地群众
始终紧密配合登陆部队作战，先后救
护战时、战后失散人员和滞留伤员共
400多人。

如今，富起来的村民纷纷建起了
小洋楼，不少人家买了小轿车。走在

文兵村的村路上，崭新的村委会办公
楼、一幢幢小洋楼映入眼帘，村道两
侧还挂上了反映新农村精神风貌的
标语，村民们三五成群聚集在广场的
树荫下乘凉喝茶，谈古论今。

元隆村党支部书记王佛政告诉
记者，文兵村中的很多人靠出海打
鱼为生。在捕捞旺季，家家户户都
有很丰厚的收入。而在休渔期，村

“两委”班子带领村民大力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家家户户种起了冬季
瓜菜，热销岛内外，大大地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同时，引导村民大力
发展咸水鸭等养殖，村民收入逐年
增加。

（本报金江11月25日电）

澄迈县桥头镇文兵村：

种冬季瓜菜养咸水鸭 村民收入逐年涨

我省第二届
兰花科技活动月启动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
曾君倩）今天，我省第二届兰花科技活动月启动仪
式在省农业科学院举行。从12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主办方省兰花协会、省农科院及省农业学
校将联合在全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兰花科技和科普活动，进一步营造兰花科技氛围，
提高兰农种养兰花技能，加快促进全省兰花产业
发展。

本届兰花科技活动月以“科技促进兰花发展，
共建海南四季花园”为活动主题，紧紧围绕自主创
新能力，用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兰花企业、合作社、
花农，以面向农业、农村、农民为重点，精心策划了
兰花图片展、兰花科技讲座、兰花科技下乡培训、
兰花进社区展览等多样活动，将邀请省农科院热
带园艺研究所的专家，海南柏盈兰花公司、海南博
大兰花公司等龙头企业参与几大主题活动，还将
向社会公众赠送1500本有关兰花种养、鉴赏的书
籍，普及兰花科技知识，展示海南兰花行业发展现
状及趋势。

本报保城11月 25日电 （记者
易建阳 通讯员颜春海）海南七仙岭
风景如画，热带雨林、山野温泉与山
地高尔夫的组合，更让人心驰神
往。作为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
动中的一部分，2017保亭“雨林杯”
高尔夫精英挑战赛今天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宁远高尔夫球场挥
杆开赛。

为了给客人提供优越的高尔夫
体验环境，让高球爱好者切磋球技，
同时，通过赛事活动带动七仙岭旅
游，保亭县旅游委主办了本次高尔
夫精英挑战赛。

秋冬交替，北方不少城市已经飘
起了雪花，地处北纬18度的保亭依
旧阳光和煦，温暖宜人。该县七仙岭
国家森林公园内人气越来越旺，这里
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高达一万个

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但
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还有高
品位的高尔夫球场，高球爱好者可以
尽情挥杆。一场说来就来的高尔夫
雨林之旅，带你走进雨林谧境、挑战
山地高尔夫、感受黎苗风情。

今天，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的高球爱好者100余人来到这里，切
磋球技。颁奖晚会上，大家还感受了
地道的黎族长桌宴。

2017保亭“雨林杯”高尔夫精英挑战赛开赛

置身雨林谧境 尽享挥杆乐趣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
邓海宁 梁君穷 通讯员黎贞汝）作
为2017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海口市主会场的活动内容之一，今
天，绿骑海口第二季骑游活动在该
市新坡镇仁里村起步。潭丰洋慢
骑、斌腾村金钗石斛基地生态徒
步、逛农家产品集贸展、品天堂湿
地农家美食宴……新坡镇仁里村以
及潭丰洋湿地丰富的乡村旅游资
源，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骑游
徒步。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天堂湿地
潭丰洋—仁里村骑游徒步”为主
题，行程分为骑行、徒步。绿骑行
程从启动区斌腾村出发，环斌腾村
途经7个自然村落，沿着天堂湿地
潭丰洋环绕一周，终点为农家特色
美食宴举办地卜茂村，全长为12.2
公里。骑行过程中沿路欣赏潭丰
洋和仁里村的美丽景色，可以深入
美丽乡村了解当地的美景、民俗、
自然与文化，触摸古韵仁里、乡野
本色。

本报椰林11月25日电 （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黄艳艳 符宗瀚）今
天，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
年狂欢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
度假区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千名年轻人齐聚在此，开启
了为期3天的狂欢之旅。

据介绍，本届青年狂欢节融入了
海南欢乐节和海南亲水运动季的活
动 版 块 ，主 题 为“Go High Go
Young·够嗨够年轻”，设置了沙滩
彩色泡泡跑、椰田古寨泼水节、国际
电音节等活动。

在现场，一场集趣味性、参与性、

时尚性于一体的“沙滩彩色泡泡跑”，
掀起了开幕式的高潮。“陵水有美丽
的景色，温暖的气候，在狂欢节中不
仅能够玩得很开心，还能结识很多朋
友，明年我还要来。”来自布隆迪的吉
达斯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在陵水椰田古寨景区，

当地的黎族群众以泼水的形式表达
了对国际友人们的欢迎。而当晚的国
际电音节活动，将外来音乐与本土音
乐的碰撞、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次活动的负责人表示，国际青
年狂欢节是陵水打造“国际青年集结
地”的一张名片，将有助于陵水全域

旅游发展，进一步提升陵水在国际旅
游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该县今年前三季度已接
待游客总数277.63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18.089亿元，打造了陵水圣女
果采摘季、红色坡村、大里黎乡等一
系列全域旅游品牌。

东坡文化节
明年在儋州举办

本报那大11月25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黎有科）11月24日，第八届东坡文化节在东坡
故里——四川省眉山市落下帷幕，儋州市副市长
吴波在闭幕式上接过东坡文化节会旗，意味着第
九届东坡文化节将于2018年在儋州市举行。

为纪念苏东坡，2010年12月，儋州市首次举
办东坡文化节。根据儋州市与眉山、黄冈、惠州3
市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东坡文化节由这些城市
轮办，各市每4年举办一次。

近年来，儋州市不断挖掘东坡文化。2015年
2月7日，儋州启动“东坡文化体验之旅”，内容丰
富的“东坡文化体验之旅”，设置了从海口和三亚
出发的两条线路，使儋州系列相对分散的景点像
明珠般串联起来，将文化游、生态游、候鸟游等整
合起来，并辐射沿线相关产业。

海口出招缓解交通拥堵

龙华路与长堤路口将
“移位左转”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李盛兰）今年入冬以来，海口市阴雨天气连绵不
断，车流量明显加大，高峰期道路交通拥堵路段有
所增加，拥堵时间有所延长。为进一步缓解交通
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将在海甸岛、龙昆南路、长堤路等片
区及路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工作。

第二届陵水青年狂欢节开幕
打造“国际青年集结地”城市名片

关注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骑游徒步感受乡野本色

长堤路

为解决龙华路与长堤路交
叉口东进口展宽不足，造成左
转蓄车空间不足及左转、直行
车辆冲突干扰的情况，创新交
通管理手段和交通组织模式，
拟在路口东进口试行“移位左
转”交通组织，通过利用其他方
向车流放行的间隙，提前引导
东进口左转车辆“移位”至原出
口车道通行，分离左转车流与

对向直行车流的冲突，同时放行东西双直行
和东左转车流，减少放行相位，提高路口的
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

龙昆南路

1.龙昆南路与城西路交叉口
为避免该交叉口南进口辅道左转车辆越

线变道左转对直行车流的影响，减少汇流冲
突，提升通行效率，拟将路口南进口左转车道
中置，并配套调整相应的信号灯及标志标
线。同时为了解决非机动车等待区不足问
题，拟硬化西南角、西北角导流岛，设置专用
的行人、非机动等待区，分离右转车辆与行
人、非机动车的冲突。
2.龙昆南路与椰海大道交叉口

该交叉口非机动车等待区不足，造成非
机动车等待溢出，机非混行，影响路口通行效
率的问题，拟硬化龙昆南路与椰海大道路口4
个导流岛，拓宽非机动车等待区和机动车出
口车道；并在龙昆南路与椰海大道路口4个进
口方向分别设置直行、左转待转区，安装待转
指示屏，采取全待转的信号控制模式。
3.龙昆南路与海德路交叉口

为了盘活该交叉口周边路网，充分发挥
路网的分流功能，拟开放龙昆南路与海德路
交叉口南北进口左转，并在路口4个进口方向
分别设置直行、左转待转区，安装待转指示
屏，采取全待转的信号控制模式。
4.龙昆南路与南海大道交叉口

为进一步提高该交叉口通行效率和通行
能力，拟在路口4个进口方向分别设置直行、
左转待转区，安装待转指示屏，采取全待转的
信号控制模式。

海甸岛

将进一步精细化信号配时管理，加强先
进交通科技的应用推广，拟在海甸岛人民大
道及和平大道安装视频交通流量采集分析系
统，结合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对两条路段全线
红绿灯实施动态自适应控制、协调联动控制、
路口溢出控制等智能交通管控措施。

制图/杨薇

游客在参加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11月25日，在海口新坡镇斌腾村，参加绿骑海口第二季骑游活动的骑行爱好者在乡间小道快乐骑行。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