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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腰村富贵竹种植基地内，农户查看竹子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马尚文

“哎，这根富贵竹切短了！你看，
离客户要求的65厘米还差这么多！”2
月12日，在定安县岭口镇岭腰村富贵
竹种植基地，70岁的贫困村民王槐梅
戴着草帽手套、穿着塑胶靴，拿着卷尺
打量手上的富贵竹，认真地比划道。
这根小小的富贵竹，是王槐梅眼里的

“新事业”，“大年初七刚过，我把家务
活干完就过来帮工了，一天最少能挣
100元工钱呢！”

“这些富贵竹剪切打包好后，将销
往广东省佛山市陈村花卉世界。去年
我们合作社光是富贵竹、莲花竹年产
值就达25万元，效益可观。”定安县岭
口镇岭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槐恩介绍，两年前，在岭口镇委、镇
政府的引导下，岭口富民花卉专业合
作社成员到海口灵山花卉市场考察，

发现富贵竹种植门槛低、易生长，市场
前景好，种植8个月就能收割，且种下
去后可以有8年-10年的收获期，是
一项“富贵”产业，岭腰村便依托合作
社种植富贵竹。

走进富贵竹种植大棚，郁郁葱葱
的富贵竹长势喜人。“村里的土壤含有
沙子，种植其他农作物不易成活。但
是土壤湿度高，十分适合富贵竹生长，
我们这的竹子叶子大、颜色绿，广东消
费者非常喜欢其‘开枝散叶、竹报平
安’的寓意！”岭口富民花卉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周发銮说，每年年底到次年
清明节前都是富贵竹销售旺季，市场
行情看好。

据介绍，该合作社除了种植富贵
竹，还种植莲花竹与槟榔苗。其中，富
贵竹种植103万株，占地37亩；莲花
竹种植35万株，占地20亩；槟榔苗计
划种植20万株，占地7亩，主要销往
岛外市场，年销售额可达170万元。

“合作社已经给村里93户贫困
户连续分红两年了，去年平均每户分
红2651元。此外，合作社还吸纳带
动7户贫困户就业。”王槐恩还给海
南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合作社
种植富贵竹，农户只做简单的打包，
按一根竹子5毛钱左右来销售，卖不
出高价，如果有冷库等设备和工艺，
将其做成盆栽，一盆的售价可达100
多元，“未来我们希望扩大产业规模，
带动更多贫困户发展致富。”

岭口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岭口镇还采取“村集体+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资金扶持
岭腰村与合作社合作，培育槟榔苗
圃产业示范点，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岭腰村每年将所得分红的 60%
重点用于帮扶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目前，岭口镇通过
示范点建设，初步形成花卉苗圃产
业规模化、产业化，有力促进农民增

收和助力贫困户脱贫，同时引导组
织 1000 多户农户及贫困户散种鱼
尾葵、散尾葵，种植面积达到 3500

亩，每亩年产值最高可达 6000 元，
年均总产值1200万元。

（本报定城2月12日电）

定安岭口富民花卉专业合作社带动93户贫困户发展花卉产业

种下富贵竹 日子节节高

新 走基层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从正月初三到初八，东方市三家
镇乐安村吸引了500多位游客进村体
验乡村生活。他们来到乐安村，不是
通过旅行社，大多是通过乐安村青年
创办的农村电商平台“助村公社”。

“助村公社”是由几名乐安村的大
学生和返乡青年创办的电商平台。起
初，他们只是开了一个微店，卖乐安村
的鸡，后来不断拓展，现在三家镇出产
的农产品都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对外销
售。“助村公社”不但成立了公司，注册
了商标，还成了三家镇农产品的共同
品牌。不仅于此，这些年轻人还通过

这个电商平台将乡村游与农产品销售
结合在一起。

2月11日下午4时许，走进乐安村
附近的一片胶林地里，“助村公社”乡
村体验营映入眼帘。这里有石磨坊、
杵臼坊，可以烧火做饭，可以荡秋千，
还可以垂钓和采摘……这个乡村体验
营，是“助村公社”几条乡村游线路的

“大本营”，游客可以从这里出发前往
海南第一进士符确励志教育基地，也
可以去附近的官田村火龙果基地等。

“游客来了，乡村就活了。”“助村
公社”社长吉昌超说，游客不仅可以体
验乡村生活，还可以亲眼看到农产品
生产情况，有助于农产品销售，提高客

户粘度。
“助村公社的目的是促进当地农产

品销售，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吉昌超
说。2015年吉昌超看到村里的甜玉米
滞销，便产生通过电商平台帮村民销售
的想法。此后，他与几位同伴回到村里，
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开始发展电商。

电商之路从卖鸡开始。他们找到
村里的几户养殖户，说要打造乐安鸡
品牌，只有养足7个月，重量达4.2斤
至4.6斤的阉鸡才能到他们的电商平
台来销售。为此，他们以高出几元钱
的价格负责收购,“这样养殖才能保证
鸡的口感。”吉昌超说。

农户的鸡养出了，电商的平台名

气还不够。吉昌超与同伴们每人拎着
两只鸡到东方市的酒店去推销连连碰
壁，可路过的居民却一只两只地将他
们带的10只鸡陆续买走了。“这提醒
了我们，将目光对准社区居民。”吉昌
超说，闯开了东方市的几个主要社区
后，乐安鸡的品牌渐渐打响了。

如今，“助村公社”电商平台不仅
卖乐安鸡，还有火龙果、红心石榴、圣
女果等。“三家镇出产的所有农产品都
通过助村公社来销售。”三家镇镇长符
天杰介绍。

“我们准备实行一村一个二维码，
将全村的农产品都通过一个二维码去
销售，这样客商不进村就可以知道有什

么农产品，什么时间上市，同时方便村
民销售。”吉昌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现在玉雄村和红草村已经在做了，成
熟一个就推广一个。”

“助村公社”发展乡村游也是为了和
农产品销售相互促进。2018年1月，“助
村公社”推出了一个扶贫项目：认购一株
果树，支持一个梦想。有463人认购了
3000多株果树。当时考虑到认购客户
要来乡村参观，他们建设了乡村体验
营，后来发现以乡村体验营为落脚点，将
附近的历史文化景点和农产品基地相
连，打造乡村一日游，很受客户欢迎。“农
村电商平台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吉昌
超说。 （本报八所2月12日电）

东方农村电商平台“助村公社”将乡村游与农产品销售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

游客来了，乡村就活了
临高“蜂司令”养蜂卖蜜开微店，
积极帮助乡亲稳走脱贫路

不吝力气传帮带
致富“蜜果”齐分享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2月12日清晨，乡间的薄雾才刚散去，临高
县和舍镇新风村高龙村民小组的“蜂司令”柯吉全
就骑上了摩托车，沿着乡道前往位于几公里外的
自家蜂场。“以前我是贫困户，现在我是‘蜂司令’，
正是因为我蜂养得好，靠卖蜂蜜脱了贫！”

蜂场在一片静谧的林地里，数十口蜂箱错落
有致地摆在树下。柯吉全戴好养蜂防护帽来到蜂
箱前，轻轻打开一个蜂箱盖，提出蜂脾，稍微用力
地上下摇晃，拿出刷子，将附着在蜂脾上的蜜蜂驱
走。随后，他提着蜂脾，找到一片空地，用长尖刀
割下蜂蜡。金黄的蜂蜜顺着蜂脾流淌到容器里，
芬芳扑鼻。

“这个春节我忙得不可开交，采收、打包、发货，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订货的人很多，都要拿着我
家的蜂蜜去送礼哩！”柯吉全说，他的蜂蜜作为今年
春节年货的热门产品，电话订单、微信订单以及来
自海南爱心扶贫网的订单络绎不绝。为此，他发动
了全家人一起卖蜂蜜，“粗略统计，卖出去了200多
斤，以前可是两三个月才能卖这么多。”

过去，柯吉全没有启动资金，只能靠打零工挣
钱。2016年，和舍镇将他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并于2017年1月向他发放了产业扶贫资金。此
后，柯吉全以产业扶贫资金作为启动资金，向银行
贷款了2万元，购买了72箱蜜蜂。由于有一定的
养蜂经验，柯吉全非常顺利地酿出了1000斤口感
多样、品质上乘的蜂蜜。到了2017年年底，柯吉
全靠卖蜂蜜赚了10多万元，顺利实现脱贫。

柯吉全探索的脚步并未止于此。2018年11
月，临高县首轮乡镇电商巡讲班来到和舍镇，柯吉
全报名参加。在临高电商中心的帮助下，柯吉全
的网上微店于去年12月中旬开张了。“微店开张
之后，临高其他镇，甚至是其他市县的订单我都能
接到。只要一个包裹，蜂蜜就卖出去，钱就赚回来
了。”柯吉全说，今年春节，通过网络卖蜂蜜方便、
快捷的优势就都体现出来了。

如今，柯吉全成了和舍镇依托养蜂脱贫致富
的典型人物，不少贫困户到柯吉全的养蜂场参观
学习，有的还跟他购买了10余套蜂箱回去自主发
展。对此，柯吉全不吝力气，在养蜂技术层面给予
支持。除了常常抽出时间上门传帮带，柯吉全还
建了一个养蜂微信群，每天和大家互动，共享脱贫
致富经验。“政府给了我很大的扶持，如果我养蜂
的经验能让乡亲少走点弯路，挣更多钱，我更高兴
呢！”柯吉全自豪地说。 （本报临城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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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日前报道，位于成都成华区占地220亩、投
资20亿元、历时4年打造的仿古小镇，曾一度被吹捧为成
都的“清明上河图”，孰料，开业没多久，便门可罗雀，绝大
多数商铺也纷纷关门。

仿古小镇几乎成空城，不仅让投入的巨资打水漂，相
关商家蒙受损失，更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令人痛心。实
际上，这并非一时一地的现象。背后原因何在？是营商
环境不好，企业难以生存，还是决策时拍脑袋，贪图“大手
笔”，热衷铺摊子，盲目上项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
是何种原因，都应认真查一查，而不能不了了之。惟其如
此，才能给公众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让一些城市管理者
从中汲取教训，防止类似问题再次上演。这正是：

仿古小镇游人稀，
各路商家忙撤离，
背后原因竟何在，
且待调查来揭谜。

（图/王铎 文/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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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坚守撼动人心

■ 于佳欣

■ 张永生

用好开放这把“金钥匙”
@新华网：一步一个脚印，路才能

走远。近日，青年演员翟天临遭“学术
打假”引发热议。作为演员，演戏追求
以假乱真的效果；但搞学术，切不可有
半点虚假，绝不能以演戏的方法来做
学问。真学霸经得起刨根问底，假招
式迟早东窗事发。无论是做演员还是
做学问，一步一个脚印，常怀敬畏之
心，路才能走得更远。

@半月谈杂志社：粉丝文化走向
何方？这不应仅仅是粉丝们的思考
题。流量越大，责任越大。在“流量—
影响力—变现”的金途之上，媒介平台
应该有自己的态度、立场和分寸，保持
自己的责任感、精英性与公共性，思考
自己想给这个时代提供、留下怎样的
东西。

@新京报：政府请“环保医生”为
企业免费问诊，公共服务就该“按需供
应”。很多企业在解决环保问题上有
个性化需求，所以显然不能“一张方子
包治百病”。鉴于此，改变政企间常见
的“供-需”互动关系，变为“需-供”服
务关系，企业需要什么公共服务就瞄
准哪里，为其量身打造一些治污方案，
很有必要。 （张 辑）

尽管身患残疾、家庭贫困，10 年来仍
然坚持照料扶助同村百岁孤寡老人，嘘寒
问暖，送医拿药，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充满
温情……日前，本报《天涯好人》栏目讲述
屯昌县乌坡镇大户村村民王仁凤夫妇的善
行义举，在广大读者和网友中引起了一股
不小的情感冲击波。（2月12日《海南日报》）

为善不易，坚守实难。王仁凤夫妇的故
事之所以令人感佩、动容，在于人们从中看到
了他们的悲悯之心，虽然自己行动不便、生活
拮据，仍然不忘对更困难的人伸出援手；还看
到了他们的感恩之心，当地政府将其一家纳
入低保，而老人在多年前曾经给了他们帮助，

如今老人生活上有了难处，缺人照顾，他们觉
得应该主动“反哺”，挑起照料的担子；更看到
了他们的坚持坚守，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
力行不辍，无怨无悔。正如一位大户村村民
感叹：“换是亲儿女也未必这样！”这，是发自
肺腑的敬佩，也是由衷的推崇。其实，追寻很
多好人的感人事迹，坚守几乎是他们的共同
品格。比如，今年1月中旬揭晓的“感动海
南”2018年度十大人物，每一位都在用他们
的实际行动书写坚守的佳话。

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
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坚守
善行如一盏明灯，让受助者看到希望，也让其
他人受到了指引。坚守善行是一种力量，让受
益者变得有力，也让其他人心灵里产生震动与

共鸣。人们会思考、自励，那些坚持行善、乐此
不疲的人们，在平凡中成就了伟大，在奉献中
实现人生升华，自己也应不甘人后，奋力追
赶。人们也会反思、追问，生活中为什么会出
现善念难以发扬、善心难以扩充、善行难以持
久的现象？仅仅是因为社会复杂，还是与自己
缺乏坚持的勇气和坚守的毅力有着重要关
系？毋庸讳言，生活中仍有一些“道德风险”并
未完全排除，但后一个原因亦不能忽视。

积小善方成大德。现实中，有人往往认
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成就美德佳话，就
是要干大事、行大德，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一
些凡人善举视为“小节”“微事”，甚至对之不屑
一顾。殊不知，德行源自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
滴地积累，一日一日地笃行，一次一次地充实，
进而汇聚成汪洋大海，绽放出光辉华彩。否

则，或追求“高大上”，或热衷唱高调，或三分钟
热度，所谓的行德，可能只是嘴上的话头，而所
谓的大德，也难免成为空中的楼阁。或许，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总是
将“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奉为座右铭，时时告诫
自己及家人“莫以善小而不为”。

有一种坚守撼动人心。10年，20年，30
年，对很多来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漫长，也意
味着变化。而对坚守善行的人们来说，道德
信念坚定不移，奉献精神始终如一。感佩于
他们的坚持坚守之余，社会也应考虑，如何
给予他们更多实实在在的关爱，并在制度上
予以创新，建立健全好人回馈机制。以德报
德，好人好报，无疑将会更好地激发道德的
向心力。当更多人都能在感动中行动，社会
将会更加和美。

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创历史
新高；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在全球
跨国投资下降中逆势增长……商务部
12日发布2018年商务发展成绩单，一
系列亮眼数据传递经济发展积极信
号，凸显我国扩大开放的不懈努力和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输送的强劲动力。

面对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寒
意”，中国却释放了“暖意”。在去年
全球跨国投资下降19%的情况下，中
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3%；在全球经
济乏力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贸易增
速快于美、德、日等贸易大国和主要
经济体平均增速。成绩来之不易，
开放无疑成为亮眼成绩的“密钥”。

开放，让中国市场的魅力不断
增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
约四分之一，关税总水平从 9.8%降
至 7.5%，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和外资
股比限制，外商投资法立法步入“快
车道”……一系列的开放举措，让中
国成为吸引外资的“磁场”，包括宝

马、特斯拉、大众、美国标普全球公
司等纷纷拥抱中国市场。

开放，让中国与全球共享发展机
遇。新时代开放，既要高水平“引进
来”，也要高质量“走出去”。以进口
博览会为契机，我国不断扩大高端装
备、优质消费品进口，同时努力推动企
业对外投资。开放的中国在不断回应
国际关切，践行合作共赢，支持多边贸
易发展，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开放，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通过扩大开放，中国的货
物贸易变得更趋平衡，中国利用外资
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超
过35%，外资企业项目纷纷落户中国
……更高质量的发展，要适应新形势、
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
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开放，是 2018 年经济发展呈现
亮色的“密码”，也是2019年继续撬动
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新的一年，
我们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就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前发展。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多些“无声的联系”
■ 徐文秀

观点

评论

春节刚过，不少人回味，这
几天只与亲人团聚，过得清爽，
过得惬意。当下，越来越多的
人也感到，这些年来人与人的
交往就像潮水退去一样，渐渐
地安静下来了。过去那种两天
一小聚、三天一大聚，不是喝酒
唱歌就是甩牌搓麻的现象少
了，那种拉拉扯扯、勾肩搭背的
喧嚣渐渐淡去，人们回到了平
静和理性，人与人“无声的联
系”多了起来。

这是一种好现象，正所谓
无声胜有声。过去那种热衷于

“热线联系”，整天泡在一起推
杯换盏，打得火热、走得很近，
今天一个同学会、明天一个乡
友会等，一言以蔽之，无非就是
有所图。正所谓“以利相交，利
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
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
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
能成其久远”，“无声的联系”可
以少些纷扰嘈杂，让心静下来、
神定下来；少些“小圈子”“小团
伙”滋长的土壤，让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纯净起来；少些精力上
的分散，让自己有更多的精力
用在工作、学习上。

多些“无声的联系”，是一
种静静的守望。“无声的联系”
的可贵在于，无论是天涯海角，
还是各奔东西，心却在一起，心
心相印、守望相助。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长达40年的革命生涯
中，相互支持与牵挂，然而他们
曾 20 年身处两地，更多只是一
种“无声的联系”。当恩格斯患
病时，马克思在给他的信中说：

“我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如同自
己患病一样。”两地一心的守
望，志同道合的默契，虽天各一
方，但思想和心灵的沟通却始
终不断。共同的志向、追求和
品质，可以让人与人的交往精

神高于物质，无形重于有形，虽
远在天边却近在咫尺。

多些“无声的联系”，是一
种稳稳的守护。“无声的联系”
并非冷漠无情，当他人身陷困
境，能够雪中送炭，敢于挡风遮
雨。明代诗人郑少谷与王子衡
相距千里、素未谋面，却彼此倾
慕、互相赠答。郑少谷曾有诗
赞王子衡“海内谈诗王子衡，春
风坐遍鲁诸生”。郑少谷去世
时，王子衡哀伤至极，为素未谋
面的朋友千里奔丧。人与人的
交往，都是平日看似平常，有事
时却显非常，患难与共、肝胆相
照，既给人力量，又让人温暖。

多些“无声的联系”，是一
种默默的守候。“无声的联系”
不是忘却，也不是抛弃，而是把
记忆和美好存放心里。宋代王
安石与孙少述交情极深，孙少
述离别王安石时，王安石曾写
过一首《别少述》诗为之送行，
字里行间尽显彼此间的真诚和
友谊。后来王安石到朝廷掌了
大权，有好几年孙少述同他没
有来往，人们猜测两人之间有
矛盾、合不来。等到王安石再
度罢相而归、隐居山林，路过高
沙，孙少述与其彻夜长谈，依依
难舍。这种君子之交诠释出

“无声联系”的一种魅力，不因
久别而褪色，不因沉寂而荒芜。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若醴”。“无声的联系”是一
种“淡若水”的表达，逢年过节
时，或身患疾病中，或挫折失意
之际，一声问候、一句叮咛，都
会如春风般温暖，似春雨般滋
润。多些“无声的联系”，人与
人的关系就多一份纯粹与干
净，多一份清澈与明媚，多一份
醇厚与朴实，人与人的交往就
更加行得稳、走得远。
（原载2月1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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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何以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