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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
演西村的一片田洋里，几百亩三角宁地
瓜三瓣叶蔓延成绿色的海洋，看得人心
旷神怡。

“海南台风多发，东寨港这边地势
低，海水每隔几年就会将这片地浸泡一
次。”3月19日，海口市演东三角宁地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符史伟说，300年前
地瓜传入海南，勤劳的当地村民在试种
地瓜成功后，很快将栽培技术传给周边
村，于是美兰区内的海边咸沙地里开始
大面积种植地瓜。经过数百年的留种
培育，逐渐发展成如今独具口感的本土
地瓜品种——美兰三角宁。

“美兰三角宁之所以有其独特口感
品质，其实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三
大优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
究所副调研员朱红林说，天时指热带海

洋气候为种植地瓜提供了最佳的气候条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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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瓜
的生长提供充足的阳光动力；年平均降
水量1664毫米，提供地瓜生长足够的水
分。地利则是美兰三角宁地瓜种植在富
硒之地，含硒量特别高。人和是指为不
让土地荒废，这里勤劳的村民一直在想
办法改造海水倒灌之地，也间接地造就
了种植美兰三角宁地瓜的天然土地。

美兰三角宁地瓜主产区位于海南
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周边。该保
护区一带，因陆陷成海，形如漏斗，海岸
线曲折多湾，潟湖滩面缓平，红树林生
长在整个海岸浅滩上。美兰三角宁地
瓜便生长在这片美丽红树林周边的广
阔田地里。

种植美兰三角宁地瓜的沙地经过

海水的浸染，形成天然的盐沙地，这片
土地极少有病虫害的侵袭。且因为沙
地中含有海盐成分，美兰三角宁地瓜也
将咸味吸收，形成独特的甜中带咸的口
感，十分诱人。而肥沃的富硒土地种
植，使得美兰三角宁地瓜含有硒元素，
具有较高营养价值。

如今，美兰三角宁地瓜产地的多个
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当地政府引导下，为
农户统一购买优质种苗，邀请专家培训
标准化栽培技术，深化“公司+合作社+
基地”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模式。普及种
植户生产技术水平，建设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实现专业化、产业化生产和管
理，保证三角宁地瓜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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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美兰三角宁地瓜好吃，你可知它为啥好吃？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种出的美味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美兰三角宁地瓜。

美兰三角宁地瓜特点
紫色的外皮熟后轻轻

一碰就会裂开，就像一层薄
纱轻轻包裹住地瓜的美味

白色的地瓜肉在阳光
下闪耀着点点晶莹的光，闪
耀璀璨，诱人如水晶

不似一般地瓜的味道
寡淡或甜腻，而是将甜与咸
的味道中和得恰到好处

地瓜入口的感觉粉而
不腻，糯而不粘，可口的滋
味值得细细品尝

皮嫩薄

肉晶莹

味咸甜

吃粉糯

■ 本报记者 刘操

3月15日，在定安县龙湖镇居丁
村，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孔利正和工人们围坐在一起选
菇、剪菇、包装。“我们的蘑菇新鲜，价
格相对内地运来海南的蘑菇也有优
势，市场前景很好。”吴孔利信心满满。

吴孔利是一名49岁的退伍老兵，
2014年至今，他在定安老家创业，在
橡胶林下种起了蘑菇，以三个简易蘑
菇棚起步发展到如今的2万平方米生
产基地。不仅如此，他还将蘑菇种植
技术推广到一个又一个贫困村，帮助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坚守胶林培育食用菌

1991年，吴孔利从部队复员后，
回到老家的定安牙膏厂工作。2012
年牙膏厂由于转让合并，吴孔利成了
一名下岗工人。下岗后，吴孔利开始

尝试创业。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吴孔

利了解到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
专家团队正在研究食用菌种植技术。

“食用菌氨基酸丰富，属于营养高热量
低的健康食品，发达国家尤其喜爱，国
内市场前景广阔。而海南的食用菌主
要靠岛外输入。我的老家有地，如果
能够引过来，一定有市场。”吴孔利邀
请专家来到定安实地考察，得到了专
家的认可。

“我们当兵的人，认准的事情就要
干！”吴孔利立即和家人合股，成立龙
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主攻食用蘑
菇种植。通过几个月的奋斗，三个简
易蘑菇棚建起来了，经专家调配的菌
包也开始正常发酵。

意外总是猝不及防，2014年超强
台风“威马逊”来袭，三个菇棚遭袭受
损严重，吴孔利和家人近一年的付出
全部化为泡影。

“我们部队走出的人，再苦再难都

经历过，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灾害
没有击垮吴孔利，台风过去不久，他就
开始重新筹备资金。关键时刻，定安
县有关部门了解到吴孔利的困境后，
出面担保，协调银行为吴孔利贷款300
万元，解决了吴孔利的资金问题。不
久后，蘑菇棚又重新修建了起来。

“我们种出的蘑菇口感嫩滑，外表
白净，品质没得说。”吴孔利曾在牙膏
厂跑过销售，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企业
生产的蘑菇销路畅通，受到买家一致
好评。

2015年开始，吴孔利的团队获得
了更多银行贷款，他也将获得的所有
利润全部投入到基地建设中。“我们军
人做事情，就是要坚持，要有一股可以
做到底的劲。”吴孔利说，计划今年再
将蘑菇种植规模扩大到6万平方米。

带动贫困户共同致富

“菌包等下脚料可制成动物饲料
和农作物有机肥，再利用。”除了种植
蘑菇，吴孔利的生态种植养殖产业链
里，还有鸡、猪、牛、羊等养殖和有机瓜

果蔬菜种植，这些无一例外都和他的
蘑菇有关。

吴孔利介绍，巨茎草茎秆切碎
做成培植蘑菇的基础包，剩下的茎叶
等边角料用来养猪、养羊、养牛；蘑菇
长成采摘后，这些培植废料可以拿去
养殖蚯蚓，养成的蚯蚓和成品蘑菇中
的残次品混在一起，可以用来喂鸡、
养鱼；经过蚯蚓消化变成有机土的
培植废料，则可以用来培植有机瓜
菜，这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种养循环
的系统。

“我们的蘑菇每天供应给广东、
海南的50多家酒店，一年365天不
停歇。”如今，吴孔利的企业可以全面
培育生产猪肚菇、袖珍菇、灵芝、茶树
菇、草菇、香菇等，且与热科院环境与
植物保护研究所的生态农业研究团
队达成合作意向，充分利用食用菌的
下脚料，再种植复合式水果园、有机
蔬菜园。

“我们富裕了还不行，要带动所有
的农民兄弟一起致富！”为了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吴孔利这几年绞尽了脑
汁。他说，看到生态循环种养的潜力

后，龙湖镇以329户贫困户每户5000
元的扶贫资金入股基地，每年分红不
低于入股资金的10%。同时，优先安
排解决了当地贫困户就业，每月工资
将近3000元。

针对贫困户缺乏技术的现状，吴
孔利提出，通过“临时工+免费培训+
技术考试+合格转正”的方式，让贫困
户边干边学，在有钱可拿的同时还能
学到技术。

吴孔利还多次受邀参加海南省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吴孔利为贫困
户们介绍了海南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现状、经济效益、发展前景及市场竞
争力，细致讲解了食用菌的培育方法
和在培育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何
让食用菌成为连接种植业与养殖业
的纽带，有效地实现生态农业的有机
循环等问题。

吴孔利还积极为琼海、五指山、琼
中等地的3000多户农户提供技术指
导。“我们会将调配的菌包运往这些地
方，希望农民早日通过种植蘑菇实现
致富。”

（本报定城3月19日电）

帮助贫困群众增收的退伍老兵吴孔利——

让小蘑菇为贫困户撑起“致富伞”
海口将添一所
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明年开建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3月19日从海口市教育部门获悉，海口将
添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上海世外附属
海口学校。该校选址于海口市秀英区美安生态科
技新城内，是一所包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在
内的12年一贯制学校。预计2020年开建，2021
年9月正式开学，建成后可为海口增加从幼儿园
到高中3960个优质学位。

海口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海世外附
属海口学校是由海口市政府出资建设，委托上海均
瑶世外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公办学
校。这是海口第一所以“公办教育、品牌托管”为办
学模式的学校。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将共享世
外教育集团所有教育资源。办学规模方面，预计学
校幼儿园每年级设6个班，小班每班25人，中班每
班30人，大班每班35人；小学每年级设6个班，每班
45人；初中至高中每年级各设6个班，每班50人。

据悉，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是以外国语特
色为基础，致力于融入国际化课程与交流，培养兼
具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以

“智慧教育”打造信息化教育系统，助力提高教师
教育效率，激活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力争三年内
达到省一级学校标准。

此外，海口市政府、教育、人社、财政等相关部
门还将为该教育项目积极成立项目工作组，协助
项目启动前期工作。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璐）海文大桥（铺前大
桥）于3月18日正式建成通车，立即
成为海南新的地标建筑物，很多群众
甚至连夜赶赴海文大桥，想一览大桥
灯光下的美丽夜景，但却发现海文大
桥并未设置高杆的路灯照明。

事实上，海文大桥只是在护栏处
设置了低矮的照明设施，这与灯火辉

煌的海口世纪大桥形成鲜明对比，为
什么同为跨海大桥，照明设施居然有
如此大的反差呢？

对此，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相关负
责人解释，海文大桥是公路桥而非市政
桥，但是它建成后已成为海南岛最大的
跨海大桥，其高达180米的主塔及桥梁
整体面貌，使得大桥具有潜在的景观
价值。但由于大桥位于冬候鸟重要的

越冬地，大桥如果进行景观亮化，将对
区内及周边鸟类带来严重影响，“此前
有专家反映，灯光太强、太高，建好后
候鸟可能会往灯杆上撞。同时也会扰
乱候鸟的作息。”

事实上，省交通运输厅在大桥
建设前就专门邀请相关院校专家
对东寨港一带湿地红树林与鸟类
影响专门做了评估，专家们认为，

为保护周边鸟类，海文大桥作为位
于冬候鸟越冬地的公路桥，不应设
立路灯等照明系统，不应以任何理
由对该大桥做景观亮化工程，而应
以低矮的灯光或荧光导航条作为
车辆行驶的导航标识，避免对鸟类
的干扰。

据悉，海文大桥紧邻海南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近距离仅为

80米。
为了保护湿地，让这群特殊“居

民”免受打扰，其实早在海文大桥施
工期间就对灯光进行了严格管控，夜
间施工在照明设计上没有采用高挑
的照明设施，而是直接在栏杆柱安装
低矮的灯光设施，此举就是为了避免
灯光对东寨港的候鸟体内导航机能
造成干扰。

涉嫌受贿罪

省旅游学校原校长冯树祝
等3人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3月19日从省检察院获悉，省旅游学校原
校长冯树祝涉嫌受贿罪一案，省旅游学校原副校
长黄文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案，省旅游学校原办
公室主任符国宁涉嫌受贿罪一案,分别于近期由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
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冯树祝、黄文、符国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
了被告人冯树祝、黄文、符国宁，听取了三名被告人
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指控：2009年至2016年期间，海南省旅游
学校原校长冯树祝、原副校长黄文、原办公室主任
符国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请托人承揽海南省旅
游学校工程项目过程中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请托人好处费。另被告人黄文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
究被告人冯树祝、符国宁的刑事责任，以受贿罪、贪
污罪追究被告人黄文的刑事责任。

陵水一恶势力
犯罪团伙被端掉

本报椰林3月19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
者陈思国）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获悉，该局通过深挖排查，加大侦查力度，
成功打掉了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3名，涉及案件4起。

据悉，该团伙成员均为椰林镇桃丛村人，
均从小认识，彼此感情较好，其中符某某比较
活跃，为人“豪爽”，其余成员因所谓的义气，
便听从符某某的指示，多次前往被害人张某和
梁某所开的店收取保护费，实施敲诈勒索、寻
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目前，该团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陵水对黑恶
势力展开凌厉攻势，迅速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高潮，收获了显著战果。截至目前，该县共打掉黑
恶势力团伙10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82
名，缴获各类枪支11把，侦破涉黑涉恶案件36
起，冻结扣押涉案财物36万元。

海文大桥没路灯照明？省交建局解释：避免灯光太亮导致候鸟撞灯杆

赞！这座桥为保护越冬候鸟装矮灯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文城3月19日电（记者苏
庆明）3月19日，在文昌市铺前镇，卖
水果的邢蓉妹不像以往一样去集贸
市场卖，她有了新的阵地——糟粕醋
店门前。

“这儿人气最火爆。”邢蓉妹用脚
踏三轮车拉来香蕉，在铺前骑楼老街
一家糟粕醋店前摆好，希望来吃糟粕
醋的人顺带买点香蕉。

3月 18 日下午海文大桥通车
后，由于海口方向的人流大量涌
来，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铺前吃糟
粕醋便要排队。3 月 19 日 14 时，
邢蓉妹身后的林花糟粕醋店前排
起长队。

“这里也要排队，算了，就这儿了
吧。”这是新加入队伍的人说得最多
的话，他们刚从骑楼老街入口处的另
一家糟粕醋店过来。

包括临时加设在门口外的，林花
糟粕醋店共摆了10来个桌位，依然
爆满。

“排队排了30分钟，终于吃上
了。”和店内多数人一样，顾客马先生

和两位朋友专程从海口过来，吃一吃
铺前招牌小吃。“半年前卖15元，现
在卖20元，但量也增加了，料也丰富

了。”他说。
从上午开始，一脸喜气的黄大伯

便用三轮摩托车，不断从别的地方给

林花糟粕醋店拉来一桶桶醋汤、配菜
等原料。“不知道拉多少回了，反正是
一趟接一趟。”他回答海南日报记者

询问时说。
骑楼老街入口处的阿妹糟粕醋

店规模与林花店差不多。由于人多，
店主符英敏请了亲戚来帮忙，现场制
作配料和直接服务顾客的人手有10
来人，他们忙得顾不上吃饭。符英敏
说，不知道这两天卖了多少碗，“销量
翻了几番。”

邢蓉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香
蕉比平时卖得多，但没有达到翻倍
的地步；卖得好的还是糟粕醋和海
鱼这两大铺前知名特产。“以往糟粕
醋店在下午三四点钟后人就少了，
现在能火到晚上。”

据了解，这两天铺前糟粕醋没有
涨价，依然按明码标价卖。

放眼整个铺前镇，车流激增，各
大街道停车位难找，以至于有关部门
不得不专门组织人力指引车流，避免
乱停车及拥堵。

据当地人预计，在人们因海文大
桥通车带来的新鲜感过后，铺前车流
人流激增的现象将于本周内结束。
但铺前发展的新机遇却从此开启了。

海文大桥变身“带货王”

铺前糟粕醋销量蹭蹭上涨

3月19日，在文昌市铺前镇一家糟粕醋店前，从海口过来吃糟粕醋的市民游客排起长队。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