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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
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

2016年，在定安县政府的支持下，
文宗粽子厂进驻定城镇春内村杨春三
组。

企业的落地，不仅为本地优质定安
黑猪肉提供了稳定的销路，也增加了当
地群众的就业机会。3年来，文宗粽子厂
已为春内村及周边多个村庄的100余名
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

“每年端午时期包粽最忙，最近每
天都能赚 300 多元，比种地收入高多
了！”2016年，春内村贫困户欧春玉就
来到了文宗粽子厂工作，如今已经成
为包粽的一把好手，每天能包500多个
粽子。

“不仅发展了产业，还可以给乡亲
们提供工作岗位，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为家乡的发展献上绵薄之力。”在文宗
粽子厂经理陈诚锋看来，作为一名春内
村人，在家门口办粽子厂是一件一举多
得的好事。

文宗粽子厂扎根乡村，助农就业脱
贫只是定安粽子产业扶贫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定安多个乡镇引入了粽子
厂家，吸收贫困户进厂就业。据了解，
2017年定安粽子企业直接解决了5000
余人的就业问题，帮助众多贫困户实现
脱贫。

此外，定安粽子协会还联合定安县
多家粽子企业，从企业利润中抽出部分
资金，设立粽子扶贫资金。在社会监督
下，资助贫困户用作生活生产发展资金，
助力脱贫攻坚。定安粽子协会会长王沸
健介绍，定安粽子协会正在筹建电商扶
贫网店，网店运营后每卖出一个粽子将
捐出0.5元作为扶贫资金。

技术扶持
新技能让贫困户成新农民

“裹绑粽子是个技术活，‘三横三纵’
是定安粽子的标准裹绑手法，扎绳看似

简单却最讲究，扎得太松米馅容易漏出
来，扎绳太紧粽子外观就不好看。”王沸
健说，为了给粽子企业培养合格技术人
员，弥补裹绑技术工人不足的现状，定安
从2017年起开设了“定安粽子”裹绑技
术培训班。

王沸健说，培训班开设之初，自己
还有些担心报名人数不够，学员们难以
坚持到培训结束。然而，令他没想到的
是，培训班报名人数火爆，农户学习裹
绑技术的热情很高，培训期间不仅没有
学员中途溜走，反而是来观摩、旁听的
人员越来越多。“通过培训，让一些贫困
户学会了裹绑技术，这成了他们增收的
新途径。”

“之前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绑粽子

的手法、技术不熟练，知道县里将举办裹
绑技术培训班的消息后，就赶紧去报名
学习了。”新竹镇卜效村贫困户符志尾
说，通过学习掌握了一门技术，就能通过
自己的劳动脱贫致富。

据符志尾介绍，2017年端午节前，
他们村共有11名贫困村民去观摩学习
绑粽子技术，培训结束后通过加入专业
合作社绑粽子销售，短短5天，共拿到报
酬2.4万元。

参加裹绑技术培训班，让部分贫困
户尝到了甜头，也给村里其他贫困户带
了一个好头。5月22日，第二期“定安粽
子”裹绑技术（扶贫）培训班在定安新泰
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开班。来自定
城、新竹、龙门、龙湖等乡镇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共200余人参加培训。
“随着裹绑技术培训的推进，后续

还打算进行配料、粽子工艺等更深层
次的培训。”王沸健表示，今后，协会还
计划长期邀请农业、互联网和旅游等
领域的专家开展授课培训，让贫困户
学会包粽技术的同时，增强匠心精神，
培育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成为现代
职业农民。

打造平台
产业链串起乡村振兴路

6月7日，在定安龙门镇清水塘的一
处稻田里，省种子中心、定安县农业局、
定安县农技中心的专家们顶着烈日在稻

田里进行糯米选种培育，希望能找到更
适合定安本地种植的高产糯米。

好粽源自优质食材，定安粽子口感
细腻、回味无穷与其讲究的食材密不
可分。然而，随着定安粽子的热销，尤
其是端午节期间更是马力全开，定安
本地的粽子叶、富硒糯米等原材料出
现供不应求的问题，给不少粽子企业
带来困扰。

“引导贫困户种植富硒糯米和粽子
叶、养殖定安黑猪，不仅可以解决原材料
的供应问题，更让贫困户有了可以长远
发展的产业。”王沸健说，目前一些粽子
企业给贫困户免费提供猪苗、饲料以及
技术指导，等猪苗长大后进行回购，这样
贫困户不但有了收入，还逐渐掌握了黑
猪养殖的技能。

在新竹镇卜效村，村委会还成立合
作社，通过“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带动村民自主发展粽子产业。并在
定安粽子协会的支持下，发动村民养殖
优质定安黑猪、种植粽叶等经济作物，带
动更多村民就业。

据了解，2017年定安粽子拉动定安
黑猪肉、糯米销售各达360多万斤，咸鸭
蛋销售1200万多个，粽子叶销售9000
多万张。

此外，定安深挖粽子文化，积极延伸
粽子产业的发展链条，通过农旅结合模
式，让游客参观粽子基地，体验包粽子的
乐趣。同时，还举办“享美食盛宴 品定
安鸭饭”以及“南丽湖畔 粽享人生”生态
定安之南丽湖星空露营活动，让更多的
游客来到定安，品尝粽子，畅享定安美食
和美景。

定安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定
安将继续延伸粽子产业链，形成“粽子＋
电商”“粽子＋旅游”等业态，促进三产融
合；鼓励企业通过建设粽子主题农庄，将
定安粽子与当地的农家黑猪、土鸡和野
菜等农产品捆绑售卖；结合当地旅游资
源，设计旅游产品和生态路线，扩宽群众
增收渠道。

（本报策划/洪宝光 撰稿/陈栋 段
誉 司玉）

引进企业扎根乡村，培训贫困户掌握生产技术,延伸产业链拓宽增收门路

定安:小小粽子成了脱贫大产业
包好馅料，巧手

一收一拢之间，一个
紧实精致的定安粽子
便成型了。连日来，
在定安县定城镇春内
村文宗食品有限公司
定安粽子生产基地
（以下简称文宗粽子
厂）里，刚刚脱贫的农
户劳金兰正在加班加
点地赶制粽子。

如今，作为本地
一条成熟的农副产品
产业链，定安粽子产
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定安在粽子产业发展
过程中，通过搭建原
料供应、农产品加工
销售、农旅结合的桥
梁创造就业岗位，从
培养人才和建设产业
平台等多方面入手，
帮助贫困户“拔穷
根”。

关注2018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定安粽子产业为贫困户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 高林 摄

定安粽子口感细腻、回味无
穷，广受市场欢迎。 高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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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上“红榜”还需保护来“守擂” 今天，你低碳了吗？

@人民日报：打老师，岂能容！
近日，因管教违纪学生，四川资阳乐至
中学班主任杜某被学生家长带两人暴
打。“师严道尊，教乃可施”，不知报答
师恩，这样的学生可悲；不约束孩子，
却殴打老师，这样的家长可怕。身为
官员却恶狠狠围殴老师，开了恶劣先
例，造成恶劣影响，理应严查。不尊敬
老师的学生没有前途，不善待老师的
社会没有希望。

@新京报：据新华视点调查，在
洞庭湖深处，一道高高垒砌的堤坝围
出一片面积近 3 万亩的私人湖泊，严
重影响湿地生态及湖区行洪。这道堤
坝曾被当地各级政府数次严令拆除，
但依旧岿然不动。环保执法，不是单
纯为了阻断谁的“财路”，而是给更多
的人留条“生路”。明确对破坏环境的
违法行为说“不”，没有妥协余地。

@中国青年报：日前，英国QS全
球教育集团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大学
排名。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的排行
榜上，有11所中国高校进入世界百强
行列。近年来中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
行榜上的位次逐年上升，外界也不否
认中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要真
正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强国，我们还有
一段距离，仍需努力。 （邓辑）

■ 高敬

6 月 13 日是第 6 个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
题是“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碳行动力
度”。你也许会觉得气候变化离自己很遥远，
其实从极地变暖到物种灭绝、从冰川消融到极
端气候、从海平面上升到粮食减产，气候变化
的影响无处不在。

应对气候变化，人人有责。然而，生活中不
绿色、不低碳的行为还有很多——全国每年在
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包装尤其是一些中高档消费品包装里三层外三
层，一些办公室的灯和电脑人走还常亮……

知行合一。全体公民不仅是环境的享有者，
更是环境的维护者、创造者。我们的生活方式决
定着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保护家园、绿色低
碳的巨大潜力，不仅仅在工矿企业，更蕴藏在点
滴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用实际行动为低碳节能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就在前几天，中国首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
规范（试行）》发布。这是一份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指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行动标杆。

今天，你低碳了吗？我们可以节约能源资
源，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做到
人走关灯、一水多用、按需点餐不浪费。

今天，你低碳了吗？我们可以少购买使用一
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外出自带购物袋、水
杯等，可以多多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
用共享交通工具。

如果中国是一棵大树，我们每个人都是这
棵大树上最宝贵的一片树叶。只有每片叶子都
做出努力，修正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这棵大树
才能更加根深叶茂，美丽中国的绿色画卷才能
更加精彩。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每个人都是
消费者，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终点，更是生产的
起点。积极行动起来，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向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说

“不”，将会产生巨大的绿色效益。

据媒体报道，齐齐哈尔市委作
风整顿办监督问责组成立4个专项
督查组，对全市16个县（市）区及市
直部门进行了明察暗访。其中，督
查组在拜泉县政府进行暗访时，该
县人社局一名工作人员在走廊内大
喊：暗访组来检查了。

该工作人员大喊“暗访组来检
查了”，无非是为了通风报信，提醒
那些工作纪律涣散、工作态度不端
正或者此刻正从事与工作无关事情
的同事，防止单位或同事被曝光揭
丑。此举看似“仗义”，实则是对同
事不当行为的包庇和纵容，是对督

查工作的一种对抗，这不仅不是帮
助同事，反而是助长不良工作作风，
会使同事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正是：

市委督查暗访来，
同事犯错帮掩盖；
看似仗义实伤害，
助长歪风成常态；
侥幸一次免制裁，
难免长久不露败；
何不扯袖真关爱，
帮忙反思认真改。

（图/朱慧卿 文/饶思锐）

仗义遮丑实伤害

城市市政道路应保证其公共性、开
放性，无偿供行人和车辆通行使用。然
而，三亚市卓达小区开发商却违法在5
条市政道路上设置围栏。为此，交警
部门对其下达了“关于私自占用城市
规划道路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
3日内将私设的围栏、闸门拆除。如今，
3 日期限已过，小区开发商却仍未整
改。（6月12日《南国都市报》）

三亚卓达小区开发商私设围栏、
闸门，将市政道路霸占为小区内部道
路，不仅违背了市政道路规划的初
衷，侵占了公共资源；也影响到周边
群众的出行，造成周边道路拥堵，从
而影响道路交通的安全、通畅。于
法、于理、于情，该小区都应将市政道
路归还给公众。如果该小区继续对
相关部门的整改通知置若罔闻，相关
部门应依法依规进行拆违。

须知，该市政道路虽是在开发商
拿地之后进行详细规划的，但相关部
门在开发商后期报建过程中已对规划
进行了修改，开发商也是按照规划有
市政道路的详细规划方案进行建设
的，因而开发商并不能以拿地在前、规

划在后作为其洗脱“罪名”的“免罪金
牌”；同时，开发商在明知该道路为市
政道路后，仍误导、欺骗业主该道路为
小区内部道路，涉嫌欺诈，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而非在事情曝光后，拿业
主说事，以业主利益之名“绑架”公众
利益，从而与相关部门“讨价还价”。

公共资源不能让小区独占，小区
应归还市政道路这一点已无需商
榷。推进居住小区将封闭市政道路
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打通小区围挡
的“断头路”，满足市民的公共通行的
使用需要；也有利完善周边道路微循
环系统，从而降低主、次干道的交通
压力，改善城区交通状况。因而，相
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为公众收回市政
道路的路权，还公众以畅通的道路。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小区内市政
道路对外开放，会增加小区物业管理
的难度，并对小区业主的生活产生一
定影响。因而，在开放小区市政道路
时，相关部门应和开发商、业主做好协
商、对接，积极借鉴开放型街区的经验
做法，做好道路绿化、降尘、降噪等措
施，并强化小区治安管理，做好小区环
境保护，切实维护好业主的正当权益，
将市政道路开放对业主的影响降至最
低，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方桂琴）

市政道路应还路于民

■ 宫贝

近日，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联合开展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第
一批专项督查公布“光荣榜”与“曝光
台”，海口市美舍河荣登“光荣榜”。这
是美舍河生态治理赢得市民、游客、媒
体点赞之外，收获到的官方专业认可。
从老百姓眼见的变化，到专项督查对成
效的肯定，折射的是这一年多来美舍河
治理过程中水质和环境持续稳定向好
的转变。然而，治水之路任重道远，社

会各界仍需深入理解生态治水的精髓，
共同守护海南生态的“红榜”之席。

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饮
用水安全，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
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城市黑臭水体作为水污染的重要表现形
式，其治理工作不仅直接关乎水污染防
治大局，也关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大
局。同时，黑臭水体作为城市的主要顽
疾之一，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直接关
乎城市的颜面，关乎百姓的民生福祉，
是城市建设、治理绕不开的“结”。要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消除
城市黑臭水体势在必行，势必做好。

事实上，海口市早在2016年下半
年就启动城镇内河（湖）水环境综合治
理实施计划，并在 31 个黑臭水体中，
选取最难啃的骨头——美舍河作为突
破口，加快建设使其成为全市生态治
水的示范点。如今回过头来看就会发
现，美舍河治理取得的成效，既离不开
绿色发展观引领下的生态治水理念，
也离不开在此理念指导下探索出的正
确治水路径和治理方法。美舍河的治
理既全面考虑了水资源、水环境、水生
态、水安全、水文化、水景观，采用控源
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的技术路线，标本兼治；又打破行业藩
篱，多部门协同，让规划、水务、环保、
植物、动物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这

些都是美舍河治理的创新做法和有益
经验，值得全省各地学习借鉴。

当然，我们对美舍河的治理工作也
不能据此沾沾自喜。我们要看到，这一

“红榜”是“黑榜”中“红榜”，正是因为在
过去较长一段时间，美舍河看上去黑、闻
起来臭，才会进入城市黑臭水体这一“黑
榜”。我们还要看到，生态治水并非一日
之功，这次上“红榜”并不代表永远上“红
榜”。一时水清岸绿易，长久鸟语花香
难；取得感官上的改观易，赢得心里的
认可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更是难上加难。在美舍河生
态治理一、二期完工后，如何让全境达
到统一水质标准？如何在季节变换时平
衡生态系统？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面

临的全新课题。我们唯有加强对河流
的客观认识，建立起维护、管理的长效
机制，在美舍河治理取得阶段性成绩
后，久久为功，继续前行，才能持之以恒
地保持并进一步优化良好的水环境。

当前，我省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已进
入倒计时，我们虽然在一些水体的污染
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全省河
流和城市水体面临的污染问题仍不容
乐观。全省各地应以美舍河生态治理
上“红榜”为契机，相互学习经验做法，
努力提升河流水体治理水平，掀起水污
染治理工作的新热潮。当然，在学习借
鉴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在河流水体
的治理上坚持因地制宜、一河一策，让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成为一种常态。

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