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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洋过海来看你，带来北纬18度
的甜蜜。12月2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
在上海举办陵水圣女果推介会，“牵
手”盒马鲜生开启全国16个城市100
多家门店陵水圣女果销售，沪琼两地
专家学者共同探索陵水圣女果产业升
级新思路。

当天上午，陵水（光坡）圣女果上
海推介会暨盒马鲜生陵水圣女果全国
首发仪式在上海市盒马鲜生（大宁店）
举行，开启陵水圣女果在全国16个城
市100多家盒马鲜生门店销售。这是
陵水圣女果提升名气，拓宽销售渠道
的又一有力举措。

推介会现场，上海盒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景鹏集团达成战略合
作关系。根据协议，2018年12月20
日至2019年4月20日，上海盒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将向海南景鹏集团采购
160万斤陵水圣女果，在线上商城以
及100多家门店销售。

“盒马鲜生是阿里巴巴对线下超
市完全重构的新零售业态，在全国拥
有庞大的消费群体。陵水圣女果进
驻盒马鲜生销售，这是陵水圣女果产
业发展的一件大喜事，是陵水圣女果
品牌价值的一次大提升，更是陵水与
上海互惠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开启
了陵水热带特色农产品在上海的全
新推介。”陵水黎族自治县县长李锋
表示。

“陵水圣女果味道甜，水分足，好
吃。”上海市民品尝陵水圣女果后纷纷
表示，不少人还走进盒马鲜生门店购
买。推介会现场，以圣女果为原型打
造的头饰、帆布包、衣服、玩偶等文创
产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照留念，大
家还参与到主办方策划的“果果大作
战”游戏中，通过闯关游戏赢得礼品。

12月22日下午，“沪琼共建背景
下，陵水圣女果产业升级新思考”主题
论坛在上海外滩举行，两地农业专家

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分享现代农业转
型升级发展经验，为陵水圣女果产业
升级建言献策，共同推进沪琼两地经
济文化交流、农旅融合发展、文化品牌
建设等。

“本次论坛为我们带来了新视野
和新灵感，为陵水圣女果产业升级和
乡村振兴寻找到因地制宜的破解
点。我希望上海能与陵水一起，以陵
水圣女果产业为代表，加强两地的联
动合作，探索两地相关产业互融互通
发展路径，深化人才领域交流合作。”
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李枝平表示。

据了解，陵水与上海在农业方面
合作有一定的基础。去年3月，该县
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围绕南繁科技实
验基地签署了相关合作框架协议。位
于光坡镇的上海市农科院海南试验
站，承接着上海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南
繁育种、种子生产纯度鉴定等工作。

“上海是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的典型代表，在农业探索创新方面
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很多方面值
得我们学习。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政策等方面优势，通过举
办农业展览、农产品推介等活动，加
强双方交流与合作，努力形成两地合
作的长效机制。”陵水农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近年来，陵水坚持把发展热带高
效农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
的主要抓手。陵水圣女果是最具代表
性的农产品，获得了“海南农产品十佳
区域公共品牌”及“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认证。以圣女果为主导产业的
光坡镇，2017年圣女果产业产值为6.5
亿元，圣女果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助光坡镇众多农户走上了致富路。

从2015年起，陵水每年都举办陵
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
活动，吸引游客开展采摘游活动，促进
农旅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经过连续4年的成功举办，该活动的
知名度越来越高，已成为陵水乡村休
闲游的一张“王牌名片”。在第四届采
摘季活动期间，光坡镇接待乡村游人
数达5.5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4031
万元。

2019年1月19日，该县将举办第
五届圣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域旅游活
动，邀请国内外游客来到陵水光坡镇，
畅游万亩“圣女果田海”，感受红角岭
和分界洲岛的“山盟海誓”，体验陵水
全域旅游的惬意。

据介绍，在往届的基础上，本届采
摘季活动从文化与创意的角度出发，
将活动打造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农
事节庆品牌，活动形式将更丰富、文化
更为多元、体验更为趣味；并将圣女果
田园游与红角岭、分界洲岛“山海之
旅”串联起来，打造一条饱览光坡之美
的旅游线路，拓宽陵水全域旅游格局。

本次活动将从明年1月持续到4

月，设置了团圆月、甜蜜月、知识月等
主题月，涵盖了圣女果美食大赛、专业
乡村骑行赛事、漫漫田园美食节、教育
研学游等活动，力图给游客提供一个
不一样、更为丰富的旅游体验。

本届采摘季在原有拓宽圣女果销
售渠道促农增收的基础上，还将开展

“我到乡下走亲戚——爱心之旅”活
动，将每月开展一次爱心之旅，每次招
募3个至5个家庭与当地贫困户家庭
开展活动。此外，活动还将打造主题
民宿、特色农家乐等乡村旅游项目和
特色文创产品，邀请专家定期对当地
农民开展旅游接待、农事文化等培训，
提高他们的旅游服务能力，带动他们
实现增收。

（本版策划/清明 撰文/严玫
图/武昊 陈思国）

上海市民在盒马鲜生超市选购陵
水圣女果。

陵水圣女果牵手盒马鲜生开启全国16城销售 沪琼两地专家共商圣女果产业升级

圣女果开拓沪琼互融互通发展新路径

12月22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圣女果上海推介会暨盒马鲜生陵水圣女果全国首发仪式在上海举行。图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首发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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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莫忽视民意

激扬青年人的
锐气与朝气

@人民日报：生命有多重要，疫
苗就有多重要。疫苗安全关乎千千万
万孩子的生命安全。拟对疫苗管理单
独立法，众望所归。疫苗管理法草案
首次提请审议，彰显呵护和尊重生命
的法治努力。疫苗安全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须对疫苗生产实行严
于一般药品生产的准入制度。监管越
严，疫苗安全越有保障。

@澎湃新闻：该将保护儿童的关
口前移了。一段长约3分16秒的视频，
一名身穿深圳校服的女孩在家中遭到
父母殴打虐待，令人触目惊心。早发
现、早应对是防止虐童的核心，立法应
对已成为全球趋势。同时，也应随着情
势的变化，将保护儿童的关口前移，构
建强制报告、入室调查等制度，更好地
保护我们的未来。

@光明日报：社会必须保护“花
总们”。近日，博主“花总丢了金箍棒”
称之前给他发死亡威胁的人，经过北
京、辽宁两地警方联合办案，最终被找
到了。公安尽责，花总宽容，事情有了
一个让人略感安心的结果。那些敢于
说出真相、对是非对错较真的人，是在
守卫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我们每一
个人都从他们的勇敢中受益，因此，社
会也必须保护“花总们”。 （邓辑）

日前，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首府所在地恩施市发布了一
则道路命名、更名公示，一口气拟命
名、更名城区60条街道，引发当地
舆论质疑。

恩施的初衷是好的，为促进当
地旅游发展，将八县市地名和州内
主要景点、民族特色融入州城道路
命名或更名。但是，地名变更本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本质上关
涉大众福祉和社会公共利益。仅仅
是“征求了部分社会知名人士、市属
部门意见”，就将当地深入人心的老
地名说改就改，部分街道拟命名还

与恩施其他下辖市县的街道重名，
造成混乱。这般的程序简化、便宜
行事，不怪乎百姓不买账，网络舆论
一边倒。事件经网络发酵后，恩施
市民政局表示将认真汇总广大网民
意见，择期邀请地名专家、学者、社
会各界代表进行论证。但愿这一次
不再让民意迷失。这正是：

地名变更引争议，
便宜行事失民意；
政府决策须严谨，
大众意见莫忽视。

（图/王铎 文/邓瑜）

年关将至，一位在某政府部门工
作的朋友向笔者诉苦：天天有开不完
的会！开会太多，人都要坐出毛病
来了！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朋友的遭遇
不是个例。一些机关、单位领导好开
会、好开长会不是什么秘密。一些会
议本来可开可不开，偏偏都要开；一些
会议本来可以开得短一点，偏偏开得
长长的。以开会传达文件、以开会落
实精神、以开会部署工作、以开会核查
成效……畅游“会海”，一些领导干部

早就乐在其中，开会几乎成了他们推
进工作的唯一手段。如果不开会，让
他们如何开展工作呢？！

开会不是问题，问题是会怎么
开。是真正为解决问题而开，还是为
完成开会任务而开？是务实高效地
开，还是虚头巴脑地开？两者的效果
完全不同。譬如，12月20日海口市政
府召开的一场会议，就让人眼前一
亮。据报道，在谋划2019年工作务虚
会上，该市各区、各部门负责人围绕

“2018 年抓得最好的 1 件事”“2018 年
落实得最差的1件事”“2019年重点要
抓的3件事”3个问题进行汇报，市政
府负责人一一予以点评。汇报聚焦重

点、直面问题，点评不留情面、切中要
害。与会者感叹，这样的会让各单位
的年终总结不流于形式，真正发挥出
了“年终体检”的作用。

像这样务实、务真、务效的会，不
但要开，而且要多开，多多益善。我们
反对“会海”，不是反对开会，而是反对
把开会当作形式，当作过程，甚至当作

“作秀”的秀场。开会就要解决问题，
不能为开会而开会。对于这一点，小
平同志说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开会
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
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
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
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

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
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
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
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
决问题。”这段话真是说到我们的心坎
里去了！开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
解决问题吗？不敢直面问题、不能解
决问题的会议，开了有什么用？跟没
开有什么区别呢？

真正能解决问题、解决困难的会
议，应该开、值得开，群众也是欢迎
的。君不见，有许多精心设计、内容丰
富的工作会议，因为务实高效、切合实
际而大受与会者欢迎吗？有许多在基
层一线召开的现场会，因为聚焦痛点

难点、切实解决困难而大受群众称赞
吗？可见，人们诟病会多，并不是抱怨
真正有意义有成效的会多，而是抱怨
形式大于内容、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会
多。明白这一点，对于什么会该开，什
么会不该开，会要如何开，我们就有了
基本的答案。不贵多而贵精，不贵长
而贵短，不贵虚而贵实，应该成为我们
开会的原则和方向。

会风与作风息息相关。务实地
开会，体现的是务实的作风；务“虚”
地开会，体现的就是虚浮的作风。一
家单位、一个部门的作风如何，有时
只需要看他们怎样开会就不难得出
结论了。

开会不是问题，问题是会怎么开
■ 吴卓

■ 张成林

青年，最富朝气、锐气，最具活力、创造力，加
快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要善用青年人这股
力量。近日，海南省“擦亮青年文明号 助力海南
自贸区”主题活动在海口启动，该活动以青年文
明号为载体，围绕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施行，聚
焦一流营商环境的打造，引领广大青年积极参与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以青年人的精气神，
带动全岛谋发展的干劲、豪情，此举值得点赞。

昂扬向上的青年，为新时代所亟需。生活从
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
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
创新的人们。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同样如此，
等待观望、空喊口号，只能无所作为、错失良机。
当前，我们需要的是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良将，
是奋发有为、敢于拼搏的勇士，广大青年无论从年
龄身体，还是精神状态上，都契合了发展需要。

青年，需要引导，需要激励。正如省委书记刘
赐贵在省第七次团代会上所说，全省很多窗口行
业从业人员都是青年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服务水
平直接影响和代表着海南形象。青年人身上有着
诸多美德，但也有着意气用事、率性而为的不足，
因此要及时引导其熟政策、精业务、优服务，自觉
做到诚实守信、童叟无欺、文明待客，为海南营商
环境、社会文明素养的提升，为海南改革开放事业
的推进做出贡献。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不仅仅限于窗口服务
人员，广大青年也要自觉树立坚忍不拔之志，努
力锻炼自己、提升自我，积极投身于家乡火热的
发展实践，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放飞自己的
青春梦想。而万不可沉迷沉沦，废志于街头厮
混，逞强好胜，斗勇生事，这不仅于家乡建设无
功，反而为社会添乱，这不是青年人所应有的作
为。有操守、有担当、有锐气，青年人才能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形势越是严峻，
越不能懈怠，任务越是繁重，越要加倍努力，越要
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当今的海南，正是建功
立业、实现理想抱负的最好时机。青春，是用来
奋斗的。在辽阔的琼州大地上，青年人不仅大有
可为，也必定大有作为。因此，青年人要在希望
的土地上，积极播种梦想、点燃梦想，敢于有梦、
勇于追梦、勤于圆梦，为家乡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或许没有一项运动能像马拉松一
样，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截至今
年11月2日，中国2018年已举办的马
拉松类比赛就达 1072 场。这可能还
不包括那些未注册的各类小型赛事。
但在赛事数量井喷的另一面，马拉松
乱象也不断被曝出。

马拉松赛事乱象，并不仅仅是参赛
者的不专业，也同时表现为赛事组织管
理的滞后。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在全国
遍地开花，赛事组织方和承办城市都投
入了极大兴趣。因为相较于其他专业
运动项目，马拉松参与者多，对专业场
地的要求又相对较低，多数城市只要愿
意投入，都有机会从中分一杯羹。其背
后动机，不仅表现在赛事运营的直接收
益上，举办马拉松赛也成了很多城市自
我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

事实上，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从赛
前报名到赛中服务、管理，马拉松赛事
对各方面工作都有着较高的专业要
求。但是，因为国内赛事数量在短时
期内迅速上升，以及主办者添加了太

多功利因素，导致许多赛事的组织专
业性很难得到足够保障。除了赛事运
营的专业性跟不上，社会马拉松文化
的发育同样滞后于参与人数的暴涨。
不少人对于参与马拉松更多只是一种
非理性的跟风，或是对潮流、时尚的追
求。在这些心理的驱动下，马拉松背
后的专业性、规则意识以及体育文化，
就被推到相对靠后的位置。也因此，
这些年马拉松运动乱象屡有出现。

任何运动和赛事都有其内在的规
律和专业门槛。没有对专业的敬畏，
最终可能会导致赛事主办和参与的成
本乃至风险大大提升。当然，换个角
度看，马拉松赛事的继续扩张是大势
所趋，像号称历史最悠久的美国波士
顿马拉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无论是赛事主办还是文化发育，都经
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淀。中国马拉
松运动在近些年急速扩张，自然会产
生诸多不足，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些乱象会得到更好的规范。但是，无
论发展到哪一阶段，对主办城市和参
与者个人而言，敬畏专业，量力而行，
少跟风，都是应该遵循的原则。

（摘编自12月24日《光明日报》）

■ 任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