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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效益可观 每亩产值超20万元

在儋州市的云月
湖边上，黑色的大棚里
生长着一种特殊的植
物：细叶嫩茎，点缀着
嫩黄的花朵，它被唤为
铁皮石斛。据了解，野
生铁皮石斛的生长十
分娇贵，主要生长于人
迹罕至的高山峻岭、悬
崖峭壁阴处的石缝里，
或者深山密林的老枝
树干上，常年饱受云里
雨雾的滋润。

1989年，刘天荣来到海南发展。
初来乍到，凭着一技之长，他来到儋州
的一家医院当医生。

2008年，浙江的朋友送给他一些
铁皮石斛，他食用了之后感觉很好，开
始对铁皮石斛产生了兴趣。随后，在
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入股浙江的一
家铁皮石斛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尝

试，刘天荣发现铁皮石斛的市场前景
很大，并且效益很好。于是，在经过调
研和考察后，在2013年，刘天荣决定
将铁皮石斛引进到儋州进行种植，并
成立了海南云月湾投资公司。

经过4年多的发展，南辰农场的
云月湾铁皮石斛生态园的产品早已投
入市场，20亩的规模化种植效益显

著，每亩产值20多万元。除此之外，
刘天荣还在儋州市中兴大道开了一家
铁皮石斛养生馆，里面包含了铁皮石
斛的产品展示、茶艺（铁皮石斛茶）、餐
饮（铁皮石斛原料）、美容保健等内容。

刘天荣说，现在生态园的规模还
不是很大，铁皮石斛的种苗还是从浙
江公司那边引进，成熟的技术经验也

可以给儋州铁皮石斛的落地提供借
鉴。如今生态园的铁皮石斛年产量
不足10吨，其主要销售给公司的会
员，产品供不应求。据刘天荣介绍，
目前公司的会员大概有1000多人，
会员每年会缴纳5000元的年费，公
司每个月会按时给会员寄新鲜的铁
皮石斛一斤。

据了解，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
要求非常高，既要有光照，但又要
阴凉，要有水但水又不能过多，即
使各种条件适合，成活率也只有
70%左右。刘天荣认为，儋州市云
月湖一带环境就非常适合铁皮石
斛的生长需求：依山傍水，空气清
新。据了解，生态园模拟野生环境
种植铁皮石斛，铁皮石斛长势也很
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

“用匠心的态度，烘焙健康的石
斛，肩负传递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健

康，认真对待每份石斛，选料严格，古
法手工，原滋原味呈现中式传统。”刘
天荣说道，他们在采摘铁皮石斛时采
取传统工艺，尽可能保留其营养：最
适合的时期采摘，开花前或休眠期进
行采摘，只采取芽级营养最高的部
位；炭纤维红外烘至半干，进行炭火
低温初加工，成品不带火气；半干后，
拧成颗粒，完全烘干，烘干后进行人
工筛选，精中选优。

云月湾生态园的技术人员说，上
好的铁皮石斛直接嚼食，由于多糖含

量高，液汁更粘稠，入口清鲜。铁皮
石斛鲜条的食用保证了原汁原味，使
得身体吸收更佳，更全面。铁皮石斛
的吃法有很多种，包括鲜食、泡酒、榨
汁或者做成饭菜来吃。此外，海南云
月湾投资公司已经开发出铁皮石斛
鲜条、铁皮石斛枫斗、铁皮石斛花、铁
皮石斛切片、铁皮石斛超微粉等5款
产品，由于海南生态环境好，加之采
用模拟野生环境种植，该公司推出九
仙宝牌系列铁皮石斛产品面市不久
即受到消费者青睐，特别是网络销售

非常火爆。
刘天荣说，云月湾生态园的铁

皮石斛采取绿色生态种植，在种植
过程中，采用现代科技，模拟自然
环境，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对病虫
害防控都是采用物理办法。刘天
荣指着生态园里成排的黄色塑料
薄片，“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防
控措施，避免了施用农药，正是因
为这种生态种植，使得云月湾生态
园种植的铁皮石斛保持了像野生
一样的高品质。”

如今，海南云月湾投资公司成为
了儋州铁皮石斛产业的龙头企业，如
何将这个产业进一步发展，成为了萦
绕在刘天荣心中的一个问题。刘天荣
认为，目前在儋州铁皮石斛的认知度
还不够，很多人还不了解这种高效农
业，应该继续推广。为此，刘天荣计划
5年投资5000万元，采用“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
扩大铁皮石斛种植规模，发展推广
2000亩铁皮石斛种植，打造占地面积
500亩的“中国第一石斛产业园”，包
括标准化种植大棚区、石斛文化展示

区、科技楼、百果园采摘区、石斛养生
农家乐等七大区域。

云月湾铁皮石斛生态园，距离儋州
市区近，驾车仅需要十几分钟路程，因
为靠近云月湖，依山傍水，景色优美。
刘天荣透露，将以云月湾铁皮石斛生态
园为基础，把海南云月湾投资有限公司
打造成集铁皮石斛种植、科研、加工、销
售及农业休闲观光旅游、保健养生、健
康养老为一体的集团公司。

刘天荣说，公司下一步计划在云
月湾铁皮石斛生态园打造铁皮石斛文
化产业园和旅游度假中心，以此弘扬

铁皮石斛的养生文化，引领石斛产业
创新升级。同时，因为生态基地毗邻
云月湖，还计划在产业园开展一些水
上娱乐项目，例如脚踏船、水上风车、
水上长廊等，丰富产业园的娱乐内容，
并在生态园中规划30—50亩土地，种
植海南当地水果和花卉，供游人采摘
和观赏。

建成后，将展示中华珍稀中草药
铁皮石斛的悠久历史，弘扬铁皮石斛
博大精深的养生文化；让游客近距离
观赏铁皮石斛从组培苗繁育到开花结
果的生长过程；以铁皮石斛膳食文化

为主题，推出铁皮石斛老鸭汤、铁皮石
斛蒸饭、铁皮石斛饮等特色美食，丰富
儋州美食文化等，着力把石斛产业园
打造成儋州乃至海南集休闲观光饮食
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新平台。

刘天荣认为，一个特色产业的发
展壮大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儋
州，整个铁皮石斛产业起步晚，发展
慢，前期投入较大，还需要政府资金的
支持和政策的扶持。”刘天荣说。对于
铁皮石斛产业的发展，刘天荣计划对
铁皮石斛进行深加工，将其加工成铁
皮石斛饮料、含片、冲剂等等。

未来 铁皮石斛产业园

结缘 铁皮石斛儋州生根

发展 匠心工艺古法手工

销售
热线

种植在大棚里的铁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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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海口5 个公交站点的公交电
子站牌正式“上岗”，群众在候车过程
中，可以通过电子站牌的LCD公告屏
获悉所搭乘车辆的发车状态或距离本
站的站数，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还可以通过电子站牌的LCD液晶屏，
观看时政新闻、娱乐节目、气象信息、
旅游线路、日期、政府公告等内容，充
实等待时间。（1月2日《海南日报》）

对于不少市民而言，每日必不可
少的公交出行，是极为重要的民生内
容。但有时候相关部门通过媒体等渠
道发布公交临时改线、节假日运营时
间及班次调整等信息，乘客未必能周
知，免不了总有些人苦苦等待。在网
上，还有网友总结出“公交车原理”：公
交车怎么等都不来，一“打的”车就来
了。在现实中，也有不少市民面临这
种两难困境：等公交车又怕公交车“遥
遥无期”导致晚点误事，“打的”又怕公
交车马上来了会多花冤枉钱。君可
知，“倚栏相望处”，是民生的期盼！

海口市推出公交电子站牌，上述问

题无疑将迎刃而解。广大市民可以通
过公交电子站牌，及时知悉相关公交车
辆的运行信息，并据此合理安排出行计
划，实时调整出行方式，在出行费用与
时间成本控制间作出最优选择。因而，
这一新年民生“红包”一经推出，便刷爆
了不少乘客的朋友圈。小草发芽了，离
百花盛开也就不远了。海口公交集团
已表示将尽快实现公交电子站牌的全
市覆盖建设，届时，将有更多市民游客
能享受到这一便民福利。

但客观地说，相较于国内不少城
市而言，海口市公交电子站牌的建设
起步时间是比较晚的，相关企业唯有

奋起直追，在服务便民上做足文章，才
能迎头赶上，后来居优。一方面，可以
结合城市特色与实际，在硬件上推动
公交站台的特色化建设，提升公交站
台遮风、遮雨、遮阳效果，提高站台及
车载公共 WIFI 的覆盖率及运行效
果。另一方面，可以将软件建设与硬
件建设相同步，从而与广大市民的需
求相“连线”。如与相关地图类APP合
作，便于市民游客及时查询公交车辆
的位置信息，便于市民游客争分夺秒
做到精准出行，以减少市民游客在烈
日、风雨中的候车时间；又如利用大数
据，根据实时路况计算预计到达时间，

甚至精准掌握每辆车的拥挤程度，以便
市民选乘不同时间段的公交车，公交调
度部门也可以据此更为合理地安排公
交运行班次，提高公交车辆的准点率。

一个城市的道路修得再宽广，都
不如公共交通更为发达、便利重要。
相关部门应以公交站牌的智能化建设
为契机，不断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
力度，切实加大智慧交通的建设力度，
提高公共交通的便捷化程度，改善公
共交通服务质量，从而有效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助力市民游客便捷出行，让
市民游客候车时不再“望眼欲穿”，出
行时不再堵在路上。

莫负“倚栏相望”的民生期盼 国产电影仍需努力
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继续红火、话题依旧热

闹，但国产电影与观众期许之间仍有相当差距。
这种矛盾不难理解：在国内外影视作品多样选择
中，人们早已不仅仅满足于“精神温饱”。站在全
面小康的门口，人们更加渴望关乎心灵的文艺作
品，更加期待文化昌明的盛世图景。作为重要文
化载体的电影，一个重要任务是为观众呈现更加
可感、可信、可爱的中国。

细细盘点2017年受到关注较多的国产电影，
可以发现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想象力不
足。春节档有几部主力影片让人有似曾相识之
感；暑期档有的玄幻题材作品想象力贫乏。二是
现实感不强。相当一批当代题材作品，“现实”只
是其背景板，缺乏对当前社会的新发现新思考，缺
少对当下观众心理的关怀和回应，因而难以调动
观众的观影兴趣，难以获得他们的共鸣。

现实与想象，这看似背道而驰的两极，却是优
秀文艺作品必须兼备的可贵品质。事实上，想象力
仿佛古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安泰，唯有在现实的大
地母亲怀抱里才能获得真正的力量。同样地，现实
土壤无论多么丰饶，也必须借助想象力才能够生长
万物、营造伸向天际的文明殿堂。中国观众希望在
大银幕上看到现实，但不需要机械地、没有情感投
入地照搬现实，更不是片面地、过于主观地曲解现
实。中国观众期待电影想象力，但这种想象不是虚
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更不是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

当创作者真正站在广大观众立场来理解想象
和现实的关系，他们就会意识到，中国观众最喜闻
乐见的，是以理想之光照亮现实。即作品要能触
及观众的现实焦虑，又能以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
给予“电影式的解答”，让人感到温暖、看到希望。
这种倾向既基于中国悠久的乐感文化传统，也符
合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属性。娱乐观众、陶冶情
操、传播正面价值观三者兼具的电影作品，应当成
为中国电影的主流。

新主流大片《战狼Ⅱ》的成功，新乡村故事《十
八洞村》带给我们的感动，也恰恰证明现实和想象
的辩证关系。通过这样的影片，我们既看到当下
正在发生的事实，也期待更加理想化的现实。这
种想象令人振奋，能够凝聚众人力量去追寻它、实
现它。期待更多有理想的中国电影，助力我们充
满自信地开拓新时代。 （左衡）

（摘编于1月2日《人民日报》）

省司法厅、省普治办主办的大型
现代禁毒普法琼剧《回归》巡演活动近
日走进多个乡镇，这种将地方传统文
化融入禁毒法治宣传方式，深受百姓
欢迎，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宣传方
式，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力，收到事
半功倍之良效。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讲
究的是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宣传覆盖面
的扩大。因而，禁毒宣传不能一味地强
制灌输，而要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教育和熏陶。宣传效果好与否，取决于
宣传的载体。因而，禁毒宣传必须讲究
艺术，要多研究宣传方式和技巧。

这既要我们深入研究人的心理规律
和心理需求，多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上
下功夫，多在寓教于乐、寓教于情上下功
夫，多在互动参与、交流共鸣上下功夫，
多在喜闻乐见、鲜活生动上下功夫，多在
吸引人、感染人上下功夫，使禁毒宣传更
加鲜活、生动、接地气，真正走进老百姓
心灵深处；也需要我们创新禁毒宣传教
育方法和手段，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讲好禁毒故事，寓教于乐，动之
以情。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创新，让禁毒
宣传更加通俗易懂，便于记忆，让禁毒宣
传工作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公众识毒、防
毒、拒毒能力，从而从源头上预防毒品侵
蚀，降低毒害。 （侯小健）

宣传接地气更有效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西部某县委
办的刘秘书和一众同事却依然在办公
室寻章摘句写材料，开年的会一个接一
个，无论是写领导讲话还是编文件整报
告，想出新出彩，必须让文章合辙押韵、
对仗华丽，最好配几句古诗、俗谚、四六
句，整个新词、造个新概念。看似文字
鲜活了，实则华而不实，经不起推敲。

记者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
都有不少如刘秘书一样写材料的人，县
委一套、政府一套、委办局也有一套，某
科级单位的领导居然也向记者介绍：

“这是我们的笔杆子，办公厅王主任。”
县级有写作班子不足为奇，连科级单位
都设了“办公厅”，令人啼笑皆非，基层
的文牍主义之盛，可见一斑。

“开门当秘书，关门当领导”。基
层的笔杆子，大多集中在办公室、政研
室、秘书处（科）和综合处（科）等。这
个活的确不好干，一些被领导倚重的
笔杆子整天埋头码字，没时间学习和
调研，只能从材料中来，到材料中去，
在形式上下功夫，久而久之自己也变
成了“空心笔杆子”。

“空心笔杆子”多，虚功自然多。
西部某地区通讯员传给记者一份某乡
实现村村通电的简报，三五百字就能

说清楚的事，硬拉到两千多字，从各级
领导高度重视，到哪个领导深入调研、
发表重要讲话，再大谈特谈通电的重
要意义。如此材料，滋生严重的形式
主义、浮夸风气，甚至不乏造假、谎报。

实干不行，材料来补，这让写材料
的人很吃香。基层很多地方都偏爱用
材料打头阵，工作落不落实，总结要写
好，干得好不好，汇报要出彩，用材料

“说话”、拿材料“邀功”的现象并不鲜
见。在一些地方，有的领导不爱思考更
不愿意动笔，笔杆子的用处也就大了。

基层不需要“空心笔杆子”，需要的
是脚踏实地的泥腿子。基层工作，一分
部署，九分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单单
开会、发文件不够，必须落到实处，这就
要求党员干部大兴调研之风，力戒空
谈。党员干部要到边远的农村牧区、困
难群众中调查摸底，到情况复杂、矛盾
尖锐的地方研究问题。只有对在调查
中发现的现象、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抓
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内在规律，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报告、发言才能指导实际，
才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才能从根本
上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
基层落地生根。 （张丽娜）

基层不需要“空心笔杆子”

“以后所有物资全体村民都平
均分配，大家说好不好？”2016年8
月，在取得了全体与会人员同意后，
四川省阿坝县一村委会的两名村干
部，将57.6万元低保资金平均分给
全体村民。之后，再伪造贫困人员
的签名交给乡政府。贫困人员发现
到手的资金变少，遂将二人举报。
近日，二人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刑。

低保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
钱”，将低保金按人头一分了之，看似
公开透明、简单省事，而实际上却寒
了贫困户的心，糟蹋了扶贫资金，与

中央精准扶贫的理念背道而驰。扶
贫资金，是帮扶贫困群众的专用资
金，数额原本就不多，分到人头上更
少之又少，因此使用起来必须精准，
每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扶贫，
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雨露均
沾”的那一套实在要不得。这正是：

扶危济困低保金，
雨露均沾搞平均；
锦上添花要不得，
雪中送炭才暖心。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雪中送炭扶真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