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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记者手记

扫黑除恶进行时
澄迈重拳出击扫黑除恶

去年刑案“零发案”
天数达148天

本报金江3月1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黄菲）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澄迈县委2018年政法工
作会上获悉，2017年，澄迈重拳出击扫黑除恶，全
年刑事案件发案数下降14.42%，刑案“零发案”天
数达 148 天，“盗抢骗”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54.23%。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澄迈县近年来深入推进
“平安澄迈”“法治澄迈”建设。目前，澄迈已组建16
支镇级、196支村级共计212支群防群治队伍，实现
镇、村群防群治队伍覆盖率“100%”；同时，澄迈县
公安局结合群防群治工作重拳出击扫黑除恶，利用
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类警情319起，抓获各
类现行违法犯罪人员296名，化解现行纠纷181起。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来自文昌农家的严小微儿时努
力求学，只为离开农村去城市打拼，
可如今风吹日晒下稻田、埋头苦干搞
研究的工作成了常态，反而成就了她
另一种精彩人生。

“干一行爱一行，奋斗的日子最甜
嘛。”3月9日，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
所水稻抗逆性育种及资源研究学科带
头人、研究员严小微告诉记者，她做了
23年水稻育种工作，选育了12个水稻
新品。今年春耕时节，她们选育的特
种水稻的秧苗已开始在海南“下田”。

对水稻品种进行选育和改良，是
收获高产优质水稻的基础，是农民增
收的保障。育种工作急不来，从筛选
亲本到培育新品种，再等一代代新品
种成长至稳定，每一步都得经过气
候、病虫害的考验。

“一个新品种的选育周期通常为8
到10年，良种来之不易。”严小微说，农
业在进步，农民需求在变化，她挥洒汗
水奋斗在水稻育种领域，就是为了让农
业有更好的发展，农民有更好的收入。

情系“三农”扎根泥土

搞水稻育种工作的，最常去的就
是稻田和实验室，晴天一身汗，雨天
一脚泥。“在田里种稻，就没有专家一
说，大家都是农民，插秧、施肥、收割，
啥都不能落下！”严小微说，她至今也
时常想起那个20多岁背着喷雾器、
顶着烈日穿梭在稻田里的自己。

示范田里的水稻都是有名有姓的，
品种、品性、种植时间区分得很清楚。
严小微说，这么多年来，为了记录和分
析不同品种的成长特性，她常常是白天
下田育种，晚上回去做实验，充电学习。

“只有扎根土地，才能真正明白
农民所需，在研究成果面前，所有的

辛苦和汗水都不值一提。幸运的是，
我们的研究成果给海南农民带来了
收益。”严小微说。

2005年，受稻飞虱影响，水稻产
量和品质在下降，严小微下定决心选
育出抗病、适应性强的水稻品种，降
低农民的种植风险。于是，她在澄
迈、屯昌、三亚等实验基地和稻田开
展大量筛选试验，成功选育了高产、
抗病、优质的“博优225”等新品种。
经过推广，“博优225”成为海南晚稻
的“当家种”，目前已在我省18个市
县推广种植，亩产可达500公斤。

以往水稻育种多追求高产，但随
着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快速发展，海
南的水稻育种也在调结构、转方式。
这些年，严小微的团队也为选育优质
稻、特种水稻而奔忙。

翻山越岭 收集野稻

研究水稻的专家都明白海南野
生稻的重要性，海南野生稻是当之无
愧的“植物熊猫”。从2003年开始，
在时任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副
所长云勇的带领下，严小微加入到海
南野生稻资源收集保护的队伍中来，
将散落在全岛各个角落的野生稻资
源进行收集、保护和研究。

海南野生稻分为普通野生稻、药
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普通野生稻
大多分布在鱼塘、水沟低洼地，后两
种野生稻数量少，多分布在中部山
区。为了收集野生稻，4年间，她跑
遍了海口、文昌、澄迈、儋州等地的普
通野生稻生长区。

有一年夏天，严小微跟随云勇前
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收集
疣粒野生稻，他们花了两天时间穿过
荆棘的热带雨林，来到疣粒野生稻生
长区，“即使前辈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便对海南野生稻进行了普查，但有

的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位置，时隔多年
再次进山收集野生稻，还得靠我们自
己找。”严小微回忆说，山上的植物茂
密，路也很难走，他们在山上转了一圈
又一圈，才找到寥寥数株疣粒野生稻。

经过4年多时间的翻山越岭，他
们收集了2300多份海南野生稻，并
建成了海南野生稻资源圃。仅是收
集工作就已经如此耗时费力，严小微
可以想象，前辈们普查海南野生稻的

工作何其艰辛，“只要农业、农民有需
求，我们的研究便不能止步，这既离
不开前人的成果，也离不开团队的支
撑，更离不开自己的奋斗。”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

省农科院严小微选育出12个水稻新品种，致力于海南野生稻保护

青春绽放田野间 汗水浇出稻花香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周
晓梦）记者从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

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获悉，据统计，截
至3月9日，我省受理边督边改交办
群众举报环境问题2427件中，已办结
2124件，办结率为87.52%，责令整改
责任主体1793家，立案处罚648家，

罚款3922万余元，立案侦查19件，拘
留49人；约谈416人，问责296人。

与3月2日统计相比，此次最新
统计已办结案件中东方市增加6件，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增加1件，共增

加7件。
为推进群众环境诉求得到解决，

确保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成果得
到巩固，按照省委、省政府持续抓好环
境保护督察后续工作的安排部署，我省

建立群众信访投诉办理常态长效机
制。对中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箱
关闭后的环境信访举报，统一由

“12369”环保热线和“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受理，投诉举报渠道24小时畅通。

我省办结群众环境信访举报件2124件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农家孩子研究农业，严小微说自
己大抵算个专业的农民。农民的奋
斗“面朝黄土背朝天”，也苦也甜；严小
微的奋斗，既有在下稻田、上深山时身
上沾满的尘土，也有做实验选育出新

品种时露出的笑容，也苦也甜。
在海南，有许多像严小微这样的农

业科研人员，他们既坐得住实验室的
“冷板凳”，也能和农民打成一片，倾听
农民需求，把新技术、新观念教给农
民。支撑他们这样去做的，有热爱，也
有责任。就像严小微加入收集保护海
南野生稻的团队，最初吸引她的是热
爱，而支撑她坚持多年不放弃的便是一

份责任。有了热爱和责任，奋斗的过程
再艰苦，心里却装着一份收获的甜蜜。

在新时代，要写好乡村振兴这篇
文章，农村需要更多有新观念、懂新
技术的农民。而新型农民的培养，离
不开农业科研人员的带动和帮扶，他
们每下一次田间地头，每选育出一个
新品种、推出一项实用农技，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步伐又加快了一点。

心中有爱和责任 奋斗有苦更有乐

三亚开展植树节活动
种下树苗2.6万余株

本报三亚3月10日电（记者袁宇）3月12日
是一年一度的植树节。为调动市民义务植树的积
极性，加快推进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三亚今天在
海棠区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吉阳区大茅隧道口、
天涯区红塘湾原高尔夫球场、崖州区崖州湾等4
地开展植树活动，共种植树苗2.67万余株。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携
三亚市领导班子在铁炉港红树林保护区内开展植树
活动。活动现场，大家挖树坑、种树苗、填土、浇水，
为保护区增添新绿。

在吉阳区大茅隧道口，大茅村村民王壮一大
早就扛着铁锹来参加植树活动。“把这片裸露山体
复绿，我举双手赞成，这样不仅让大茅变得更美，
也是保护生态造福子孙的好事！”王壮笑着说。忙
了一上午，周边村民与志愿者一起种下了200余株
树苗，复绿约15亩被损土地。

据悉，三亚还将于3月12日在育才生态区宁
远河上游抱安区域、抱龙林场等地继续开展植树
造林活动。

本报万城3月10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卓琳植）“农家书屋，全国
有58.7万多个，全省有2690多个，而
像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书屋这样，能
够带动村民发展旅游文化经济、平均
一天接待游客达五六百人次的，并不
多见。”3月8日至9日，2018年海南
省农家书屋管理培训班在万宁开课，
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海南省
文体厅、各市县农家书屋的代表，对以
大石岭书屋等为代表的万宁农村书屋
建设工作点赞。

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位于六
连岭山脚，是我省著名的红色村庄，
也是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村。2017
年，在省文体厅、万宁市委市政府、市
文体局、山根镇委镇政府的指导支持
下，该村与海南可可奈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携手，以“党建+书屋+旅
游”的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优势，将乡村特色资源与文化创意
充分融合，策划了乡村英语课堂、田
园果蔬采摘、露营拓展等多场公益性
文化活动，迅速聚拢了人气和财气。

“从来没有一年春节像今年这般
热闹的！”85岁村民彭振环说，从大年
三十到正月十五，村里每天都有参观

者和游客，为制作特色美食，连村里
90多岁的阿婆都上场帮忙制作椰子
粑。3月7日这一天，负责采购原料的
村民曹圣霞意外地发现，山根镇上的
糯米竟然卖断货了！不得已，她又跑
到和乐镇，一下子买回400斤糯米进
村，结果第二天也全部卖完了。

大石岭书屋负责人祁甫宁告诉记
者，农家书屋的建立，不仅丰富了村民
文化生活，而且提升了美丽乡村的吸
引力，在此基础上发展旅游文化经济，
企业和农民都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多
方共赢。在书屋运营过程中，村中的
党员干部积极组织活动，为村民服务，
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志斌
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
性文化活动”等部署安排，坚定了万宁
建设农家书屋的信心和决心。万宁市
委、市政府提出“文化万宁”建设的战
略目标，把农家书屋作为“文化万宁”
建设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农家书屋
提升工程，打造了一批乡村阅读服务
示范点，让农村地区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

据悉，农家书屋工程是海南省六
大文化惠民工程之一。万宁市自
2008 年以来，共建成农家书屋 198

个，实现全市行政村全覆盖。每个农
家书屋配图书3000多册，聘请1名专
职人员进行管理。溪边书屋、凤凰九

里书屋等，还会定期组织开展文化沙
龙、书法培训、国学培训等活动，成为
万宁乃至全省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文化万宁”建设激发乡村活力

“党建+书屋＋旅游”实现多方共赢

三亚芒果大集开幕

市民游客赶来品尝
“新春第一芒”

本报三亚3月10日电 （记者袁宇）今天上
午，以“新春第一芒”为主题的三亚芒果大集在三
亚市大东海广场拉开序幕，贵妃、金煌、台农、白象
牙等众多品种的芒果齐聚一堂，吸引了众多市民
游客参观品尝。

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吴晓芸、伍氏兄妹等海
南本土音乐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精彩的演出。芒
果大集开幕式上，三亚市推出了三亚芒果新的视
觉识别LOGO（标志），新LOGO以色彩鲜艳的芒
果为主体，结合代表三亚热带滨海风情的椰树、海
浪、凉亭等元素，既表现出三亚芒果的香甜可口，
又展现了三亚轻松、愉悦、热情的旅游氛围。开幕
式还揭晓了三亚芒果宣传口号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获得者，来自江苏的徐永永以“品三亚芒果，
享甜蜜生活”摘得桂冠。

三亚市副市长何世刚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近年来，三亚大力扶持发展以三亚芒果为代表的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注重农产品安全和品牌建设。经
过多年努力，三亚芒果产业蓬勃发展，品种结构不
断优化，品牌形象大幅提升。目前，三亚芒果种植
面积近38万亩，育有台农、澳芒、贵妃、金煌等10
多个品种，年产量65万吨，产值近50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亚将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发展三亚芒果这一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作为推进“一支柱两支撑”战略的重要抓
手，努力构建三亚芒果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实施品
牌发展战略，让三亚芒果加快走出去，让更多人品
尝到三亚芒果。

据悉，本次三亚芒果大集活动将持续两天，3
月11日将举办芒果音乐节，并为市民游客提供芒
果转盘、芒果乐园、芒果秀场等各类趣味游戏，打
造一场芒果“嘉年华”。本次活动由三亚市委宣传
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亚市农业局主办，海南
日报会展有限公司、三亚芒果协会承办。

3月9日，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省文体厅、我省各市县农家书屋的代表参观大石岭书屋。图为书屋管理者祁
甫宁在为参观者介绍书屋的建设模式。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2018年“义务植树月”
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孙慧 计思佳）三
月春暖雨润，正是植树好季节。今天上午，2018年

“义务植树月”海南（海口）宣传活动在海口市万绿园
启动。据了解，3月份植树月期间，我省林业部门将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引导、动员广大群众通过各种
方式广泛参与义务植树，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省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将每年的3月
份定为义务宣传植树月。在今天的宣传活动现
场，除了全民义务植树、生态文明建设暨绿化法规
宣传活动外，还有叶拓、林业知识竞猜等趣味游戏
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为让市民了解海南
的林业情况，举办单位现场展出海南珍贵古树名
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森林康养、森林现状
与发展、黎母山林场介绍等展板。

本次活动由省绿委、省林业厅、海口市绿委
办、海口市园林局、海口市林业局和海南大学热带
农林学院联合海南省生态学会、海南省林学会等
多家单位举办。

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水稻抗逆性育种及资源研究学科带头人严小微在实验室观察种苗长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