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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3月17日，参加“逐浪先行海之南
——百家媒体看海南”大型媒体采访
活动的第一批媒体记者赴陵水、三亚
等地采访。在海南自贸区陵水服务中
心、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陵水现代
农业产业园、三亚亚太金融小镇、三亚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等地，充分了解
到海南自贸区建设一年来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高标准发展
特色产业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当天上午，采访团来到海南自贸
区陵水服务中心进行采访。该中心于
去年5月成立，陵水县委办、政府办、
发改委、商务局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
员入驻该服务中心，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咨询服务，有效畅通了投资兴业流

程，打造更优质的营商服务环境，加大
陵水对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支持与
参与力度。

国际商报社总编辑张益俊十分关
注海南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内
容。在这里，他和采访团其他成员一
起详细询问中心自运营以来对优化当
地的营商环境做出的努力。他表示，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发展的
土壤，对于吸引国内外企业进驻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两天来的采访，他感
受到，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近一年时
间里，营商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善，
政府工作效率更高、服务态度更好、技
术手段更多。

在陵水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
采访团成员了解到，该园区主要产业
定位为以云计算平台及下一代互联

网为基础的服务外包、智慧物联、云
服务以及数字内容。园区规划致力
于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打造一个国际
领先、国内首创的集旅、居、业为一
体，多元产业协同发展的松散型、都
市化科学城。

“海南启动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
大力发展包括互联网信息产业在内的
现代服务业，成效显著。”从2017年开
始就关注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民
日报记者张武军表示，在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4·13”重要讲话后，海南迎来
新一轮的重大发展机遇，海南保持了
清醒和定力，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在清水湾国际信息产业园，
他窥见海南已经找准了适合自身的产
业发展的突破口，正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业态，起飞中
的海南非常令人期待。

当天下午，采访团成员还来到三
亚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采访。这里是

一处以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耕文
化、南繁水稻科研、稻作文化、科普教
育、民俗风情等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化
农旅观光体验休闲度假区。采访团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三亚海棠湾水稻
国家公园原生态资源丰富，通过将农
业科普融入旅游，通过发展农业旅游
调整了周边农业结构，也带动了周边
乡村的振兴。

中国绿色时报社社长、总编辑张
连友一直以来关注着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他在走出公园后表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优质的生态环
境是海南发展最大的本钱。通过对
三亚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等地的采
访，他看到了海南在自贸区建设中，
始终在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协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体现了海南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定力。

（本报三亚3月17日电）

逐浪先行海之南——百家媒体看海南

第二届京师家庭教育
高峰论坛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3月 17日讯 （记者叶媛媛）3月
17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
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京师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在海
口中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各尽其责 重
塑家校社角色定位”。知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
分享了最新家庭教育思想和研究成果，共同探
讨家庭、学校、社区在儿童青少年成长中的角色
和定位。

18日上午，论坛还将成立“全国家校社共育
联盟”，该联盟预计由8个全国家庭教育先进区
域、50所具有影响力的中小学校组成，旨在同心
协力破解家校社合作重点难点问题，为孩子成长
创造良好教育生态。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黄立明 文宏武

岁月无声，情义有痕。一辆已奔
跑了近10年的老式嘉陵牌摩托车，现
在静静地放置在屋檐下。

“看到这辆摩托车，我就想起了我
最好的兄弟‘石副’——是你经常用这
车接我上夜校啊！”3月11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南春村脱贫村民朱
宏明又来到石雄孙家，一边深情地倾诉
一边用抹布擦拭摩托车上的灰尘。

因担任南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
委会副主任，石雄孙被村民们亲切地
称为“石副”。3月3日，石雄孙在村委
会值班时，因脑干中枢出血，送医院抢
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52岁；3月5日
11时出殡时，毛感乡党政干部、全村
数百名村民赶来送葬，一路上哭声不
绝，令人动容。

这位一心为民的村干部，赢得了
村民们的深切敬爱。

责任心强，接送村民“上夜校”

石雄孙变得老旧的摩托车，成为
村民表达怀念、感恩之情的寄托。“石
副的工作太累了，经常加班加点。”朱
宏明轻抚已擦得干干净净的摩托车，
哽咽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周一
傍晚坐这辆车去村委会办公楼收看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我在后座上
紧挨着石副越来越瘦的身板，很心疼
他，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朱宏明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石雄孙的帮扶下种植益智、海南豆、
槟榔和养殖毛感鸭，朱家两个儿子也
在石雄孙动员下外出务工，这个家庭
2018年总收入突破了10万元，一举
摘掉了“穷帽子”。“石副指导我通过夜

校节目学习种植养殖经验，更教我勤劳
苦干的道理！”朱宏明深情地回忆道。

每周一石雄孙用摩托带去收看夜
校节目的村民并不止朱宏明一位。“石
副是个实在人、热心人，经常用车接送
一些住得偏远、年迈的贫困村民上夜
校。他负责的各项工作都让人放心！”
南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永
春说，该村党建工作由石雄孙分管，该
村党支部在2016年至2018年均获评
全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石雄孙负责的
夜校收看班子被评为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先进教学班（组）。在石雄孙
等扶贫干部共同努力下，全村贫困人
口已由2014年的89户396人减少到
2018年底的2户3人。

先人后己，一切为群众着想

南春村驻村第一书记吴东介绍，

自2016年起，石雄孙经常到申报危房
改造农户中走访，办理危房改造152
户，全部实现建新拆旧，彻底解决了村
里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村容村貌也
得到改观。

“石副不仅帮扶我家建房，还帮我
找了一份工作。”脱贫户王菊说，在石
雄孙联系协调下，她在村里的百香果
基地务工，每个月有 2350 元工资。
2018年，她家除了工资收入，还依靠
种植养殖收入脱贫。

群众的住房问题解决了，可是石
雄孙一家11口人却挤住在80平方米
的旧房子里。“我们家为什么不能申
请危改指标呢？”他的子女不理解地
发问。

吴东透露，石雄孙曾给家人解释：
“危改指标是有限的，群众没有解决住
房问题前，作为一个党员，我应该首先
考虑群众。”直至离世，石雄孙家都未

申请过危房改造指标。
石雄孙是个铁面无私的人。朱永

春说，石雄孙的一位直系亲属曾经因
砍伐公益林被森林公安抓捕，石雄孙
没有去“说情”，曾一度受到部分亲友
的责备，但他坚持，守法是一名共产党
员的原则。

其实，石雄孙也有柔情的一面。
“我与雄孙结婚30年了，他从来没与
我吵架红脸，还多次对我说，‘要不是
你嫁给我，我兴许还在打光棍呢’！”
他的妻子朱锦英带着哭得沙哑的声
音说。

“石雄孙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
是为乡亲、为群众奉献的一生！”毛
感乡人大主席、南春村脱贫攻坚中
队中队长黄开云说，把南春村建设
得更加美好，才是慰藉雄孙同志最
好的方式。

（本报保城3月17日电）

情怀长为民 百姓永牵挂
——追记保亭南春村干部石雄孙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后，藏
身于桑叶之下的颗颗桑葚由绿转
红，又由红变至深紫。原本是桑农
的丰收季，却让城里的游客雀跃
起来。“特意从海口过来，就是为了
尝一口鲜。”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探
访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
镇西南部的烟园村时，游客方琼正
将半个身子探入成片翠绿的桑田，
双手翻飞间一大串深紫色的桑葚
便从枝头落入她的舌尖。

在将自家5亩水田全部翻种上
桑树后，脱贫户黎德民半个月卖一
批蚕茧，每年光这一项收入就能达2
万余元。凭着一垄垄郁葱的桑田，
这个村发展起一条日渐完善的种桑
养蚕生态产业链。而在烟园村村委
会办公楼旁的一处大棚内，记者看
到一袋袋菌包整齐排列，村民邓开
全正忙着将探出脑袋的菌伞一朵朵
摘下。

以种桑养蚕闻名的烟园村，为
何会发展起八竿子打不着的食用菌
种植产业？长征镇驻点烟园村的干
部陈华雄指了指菌包里的混合物，
表示这儿便是秘密所在。“我们邀请
热作专家来村里考察，发现将废弃
的桑枝高温消毒后，与稻草、棉壳、
糠谷、玉米等一起混合粉碎，竟是栽
培食用菌的好肥料。”

原来，村民们将桑叶剪碎后用
来喂食蚕宝宝，剩下的桑条往往会
被随意丢弃在路边河沟，既浪费资
源，又污染环境。以“桑+菌”循环
模式发展的菌菇基地启用后，不仅
能让全村近 400 吨桑枝“变废为
宝”，村民们利用养蚕空隙季节种
菇，无疑也再添一条增收新路。

“才刚刚投产不久，我们已经
卖出了1500斤菌菇呢。”陈华雄介
绍，去年整个烟园村销售蚕茧的收
入是 205 万元，加上销售农特产
品、接待游客用餐的收入，村民们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13774
元。如今投产2万包的菌菇基地
步入正轨，意味着烟园村通过不
断延伸桑蚕产业链，正让农户们
实现“地里掘金”。

各媒体记者热议海南自贸区建设成效

“起飞中的海南非常令人期待”

海口演东三角宁地瓜专业合作社
符史伟 13307666883

海口锦坤专业合作社
张世群 1397690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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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海口人心心念念的美兰三角
宁地瓜已经上市了。

在灵山镇新管村内一片咸沙地
里，一垄又一垄苍绿的藤叶下正孕
育着丰收果实。“这就是我们美兰区
出名的三角宁地瓜。”海口锦坤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世群站在地瓜
地里骄傲地说。

美兰三角宁地瓜是由最早传入
海南的一批地瓜逐渐演变而来，经过
数百年的留种培育，逐渐发展成如今
具有独特口感的本土番薯品种。数
百年时间的咸沙土种植，美兰三角宁
地瓜咸甜中带有特殊的清香味，粉度
适中、口感细腻。糯甜中带有微微的
咸味，口感十分出众。

3月15日，新管村村民田琴家的

灶台上，一锅蒸地瓜还在冒着热气，
田琴6岁的儿子眼巴巴地等着地瓜
凉下来。“我儿子特别爱吃，他说三角
宁地瓜有烤板栗的香味。”田琴说，由
于便于保存，且容易烹饪，地瓜至今
是当地渔民在渔船上的口粮。

据史料记载，地瓜的原产地在
遥远的中美洲，后来传入菲律宾一
带。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长乐有个
叫陈振龙的商人，到菲律宾经商，以
重金向当地人购买了薯藤数尺，将
地瓜引进了中国。随后，他开始在
福建一带种植，结果秋后大收，民赖
以活者不少。

到明末清初，陈振龙的裔孙陈世
元继先人之志，大力推广种植地
瓜。清政府见其为有利之举，下令

各省种植。于是，地瓜便得以在全国
推广。也正是在此时，地瓜漂洋过海
来到海南，扎根琼岛。《琼州府志》上
记载，地瓜在明末清初传入海南，距
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由于此物来
自“番邦”，海南人多习惯将其称为

“番薯”。
“我们这里的地瓜，从我记事起

就长这样。”今年快50岁的张世群
说，美兰三角宁地瓜均是长条形的，
表面不很规则，像三角形，因此叫“三
角宁”，“宁”有歪扭的意思。

当地村民在4月份收获后，都会
将一些品相不错的地瓜存放起来，
等到10月份再育苗栽插。依靠这种
传统留种栽培技术，美兰三角宁地
瓜从300年前到现在，依旧是同样的

品种。
据海口市农林局专家介绍，三角

宁地瓜在海南仅美兰区适合种植，而
美兰区适合种植三角宁地瓜的咸沙
地总面积也仅有3500亩，极为稀少，
主要分布在灵山、演丰、三江3镇。

该专家介绍说，美兰区灵山、演
丰、三江这3个镇确实有着种植地瓜
的最佳条件：处于热带海洋气候下，
年平均2000小时以上的日照时数和
11万卡-12万卡的太阳辐射量，给适
合在海南冬季生长的地瓜提供充足
的阳光动力；年平均降水量1664毫
米；冬天最高平均气温28℃左右，最
低平均气温18℃左右，年平均气温
23.8℃，非常适合地瓜的生长。

除了优越的种植环境和独有的

本地品种外，因种植三角宁地瓜的土
地均位于海水与河水交汇的咸淡水
交界处。这些沙地经过海水的冲刷，
形成天然的咸沙地，且极少有病虫害
的侵袭。沙地中含有的海盐成分，三
角宁地瓜将咸味吸收，形成独特的咸
甜口感。

此外，美兰区的土地硒含量
高。2011年，海南省地质调查院完
成的相关报告显示，海口市富硒土
壤面积达763平方公里，而种植三角
宁地瓜的咸沙地均处于这一富硒带
中,因此美兰三角宁地瓜也有“抗癌地
瓜”之称。

2016年9月，海口市政府正式发
布海口市十大农业品牌，美兰三角宁
地瓜上榜海口市十大农业品牌。

口感独特的海口美兰三角宁地瓜已经上市

粉糯咸甜 三角宁地瓜吃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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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启动蔡家宅
最后一座主体建筑维修工程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琼海市蔡家宅主
体建筑之一的蔡家宏宅维修工程近日启
动。据了解，该工程对建筑面积共661.69
平方米的蔡家宏宅建筑本体进行维修，预
计工期3个月。

有着“海南侨乡第一宅”美誉的蔡家宅
位于琼海市博鳌镇莫村，建于1934年，是
印尼富商蔡家森等四兄弟共同建造的一个
建筑群落，也是海南侨乡中西建筑风格相
结合的典范。自2008年以来，该建筑群
中的蔡家森宅、蔡家炳宅、蔡家锦宅的修复
工作已先后完成，蔡家宏宅是最后一座维
修的主体建筑。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播出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记者陈卓斌）第122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3月18
日 20时和20时 30分在海南综合频道、三沙卫
视播出，旅游卫视也将于3月24日16时20分播
出该档节目。据了解，本期电视夜校将展播最后
一期2018年脱贫攻坚教育类特别节目。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
上，基层干部在宣讲扶贫政策、整合扶贫资源、
分配扶贫资金、推动扶贫项目落实等方面起到关
键作用。本期节目中，我省各市县（区）的村党
支部书记代表和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将按抽签顺
序登台，讲述基层干部的脱贫工作，分享致富经
验，并现场回答指定题目。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电视夜校
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将继续
开放。

临高东英镇创新思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种上黄皮树
淘汰浆纸林

本报临城3月17日电 (记者张惠宁)临高县
东英镇有5.6万亩林地，八成种的是浆纸林，亩
产效益低。东英镇位于松涛水利干渠的下游，
这里是临高缺水的地方，要发展产业项目，振兴
乡村，让农民致富，做什么好呢？东英镇委、镇
政府请来海南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反复论
证，认为这里适合种植黄皮树，镇里决定先打造
400亩黄皮种植基地，逐渐淘汰浆纸林，“以林
还林”要效益。

3月12日，东英镇委、镇政府在该镇居留村
举办东英镇乡村振兴“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现场
推进会。东英镇振兴乡村的“一村一品”工程就
先从居留村开启。居留村委会共管辖4个自然
村，615户 2560人。镇里先从居留村低效益的
桉树林地中，成片平整出400亩林地，种上鸡心
黄皮树，成立居留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户以土地入股；由镇政府出资整地，提供种苗及
技术支持，入股果农负责栽培管理，产品收益归
果农所有。

12日一早9点不到，居留村村民就挑着担，
或驾着三轮车，积极来到黄皮种植示范基地领走
黄皮树苗。半天功夫，上百亩崭新的平整地上，
就都一排排地种上了绿色的黄皮树。“加快发展
高效农业，合力建设富裕乡村”，地头村路上拉
起的红色横幅表达着振兴乡村的期待。

“乡村振兴要求产业兴旺，我们就是想通过黄
皮示范基地，以点带面，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
东英镇书记庞名前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镇里成立
科技服务110，怎么种、怎么管都有统一的技术
指导，收成由农民合作社负责销售，收益归农
民。按照这个模式，其他村庄也要成片平整出数
百亩的土地，打造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特点的“一
村一品”，比如还可以种山茶树、红椰等等，逐渐
淘汰浆纸林，提高土地附加值，发展乡村产业，让
乡村旺起来。

琼中烟园村延伸桑蚕产业链

“桑+菌”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