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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清明节前后西瓜最好卖，等这
一茬西瓜卖完了，我打算带爱人回浙
江休息到下半年再来。”4月1日，站
在万宁市东澳镇南道村的一片小拱
棚西瓜地前，来自浙江的瓜农毛军岳
指着刚采收过的瓜棚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3月底，他卖出了近60吨麒麟
8424西瓜（以下简称麒麟西瓜），销
售额近50万元，西瓜的平均收购价高
达每斤4.1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万宁市，像毛军
岳这样的瓜农还有不少。数据显示，
2018年，万宁市全市种植西瓜4.5万
亩，其中有2.6万亩种植小拱棚麒麟
西瓜。其中大部分西瓜田头收购均价
达到3.8元/斤，每亩经济效益超过1.6

万元。
万宁的西瓜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与西瓜品质和西瓜上市时间有关
系。”毛军岳说，西瓜每年在清明节前
后价格最好，“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地西
瓜还没有上市，很多收购商来海南收
西瓜，所以西瓜收购价格高。”

2018年下半年，毛军岳来到万宁
种麒麟西瓜，80亩小拱棚西瓜种下
来，花费近80万元。“不过万宁西瓜行
情一直比较稳定，西瓜很受江浙市场
和北方市场的青睐。”毛军岳说，万宁
白天不太热，夜间不太凉，气候很适合
种西瓜，“用小拱棚种植西瓜能稳定采
收2茬以上，每亩每茬产量约3000斤
至4000斤。”

毛军岳所说的西瓜行情稳定，得
益于万宁西瓜一直以来的好口碑。来

自沈阳的李姓西瓜收购商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相比内地西瓜，万宁西瓜一方
面上市时间较早，另一方面外观漂亮
而且糖度高，“第一茬西瓜的糖度一般
都在13度以上，有的能达到14度，吃
起来汁多味甜，很受客户喜欢。”

好口碑得来不易。为了保障西瓜
的品质，万宁的瓜农们通常会将西瓜
种在一种小拱棚里，再加地膜覆盖，尽
可能减少气候条件对西瓜生长的干
扰，同时还能兼顾二茬瓜的产量。

“1亩地成本约1万元，包括小拱
棚建设、工人工资、有机肥料等。”毛军
岳说，雨季时小拱棚能为瓜田遮挡雨
水，高温时也可以开“天窗”帮助瓜田
散热，“不过小拱棚可以循环使用，续
种西瓜时能节省不少成本。”

通过使用小拱棚加地膜覆盖的方

式，万宁瓜农们尽可能将西瓜成熟上
市的时间稳定下来，以获得更高的市
场价格。在当地，大部分种植收获良
好的小拱棚麒麟西瓜每亩纯收入能达
到1万元。

“除了使用小拱棚外，还要使用无
毒种苗，深挖排水沟，科学施放有机
肥。”在万宁市东澳镇集丰村种有
2000亩小拱棚麒麟西瓜的种植大户
吴国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麒麟西瓜
是冬种春收作物，每年11月移栽瓜
苗，次年1月底便可采收上市，“移栽
的瓜苗由专业的育苗公司提供，确保
种苗的可靠性。”

万宁西瓜产业发展稳中向上，也为
当地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渠道。“西瓜
采收期需要大量劳力，我们给的报酬是
每人每天200元。”毛军岳介绍，他的瓜

地里最多时有18名工人，“平时也会雇
佣5名工人，每人每天160元的酬劳。”

“这几年西瓜种植面积、产量以及
品质都已稳定下来，市场反响非常好，
也带动了很多村民种植。”万宁市农业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万宁西瓜主要有
麒麟西瓜、沙滩无籽西瓜、小惠兰西瓜
和黑美人西瓜4种，其中麒麟西瓜和
沙滩无籽西瓜的种植面积占比达到
82.2%。这两种西瓜的经济效益也最
好，麒麟西瓜每亩纯收益为3000元至
1万元，沙滩无籽西瓜每亩纯收益为
3000元至8000元。“下一步我们计划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优化西瓜产业布
局，通过探索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引
导西瓜产业健康发展，让这一产业成
为带动农民增收的动力。”

（本报万城4月2日电）

精选种植品种、精挑上市时间、精细田间管理，瓜农每亩纯收入达万元

万宁西瓜“甜度”高
鼓励市民学英语

三亚新增两家
全域旅游英语角

本报三亚4月2日电（记者孙婧）日前，三亚
市旅游文体局和三亚市旅游协会新授牌两家全域
旅游英语角，分别在大东海夏日百货的初见咖啡
坊和郭可可咖啡厅。两名外籍教师及30余名英
语爱好者见证了挂牌仪式。

这两家全域旅游英语角，设在三亚大东海旅
游区中心的两家网红咖啡店，日常就吸引了不少
游客、外籍高管、商务人士来此打卡、拍照、聚餐和
会晤，国际化的氛围较浓。

三亚市旅游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大东海
区域是三亚开发较早、配套较成熟的海滨度假
区，也是三亚外籍游客较为集中的旅游区。在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大背景下，通过建设全域旅游英语角，增强全
民外语沟通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旅游从
业人员英语服务能力，将有助于营造更为国际化
的旅游环境。

据悉，2019年，三亚市旅游文体局计划新增7
家英语角，并定期开展公益培训活动。全域旅游
英语角将定期组织公益活动，以外教口语交流、英
文视频赏析、英文游戏等多种交流形式，吸引普通
市民游客参与。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至今，三亚已
挂牌14家全域旅游英语角，这些英语角全年举办
的各类活动共吸引了超过3000人次参与。

保亭为1.2万名儿童
免费筛查眼疾

本报保城4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黄立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为确保孩子们都有
一双明亮的眼睛，近段时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教育局联合开展免费筛查眼
疾行动，将惠及全县1.2万名3岁至15岁的在校
学生。

此次筛查行动分为两个年龄段：一是全县公
办、民办幼儿园里3岁至6岁儿童，主要检查内
容，包括眼睛结构及外观、眼位、眼球运动检查，以
及视物行为观察等。二是6岁以上至15岁儿童，
主要检查内容，包括视力、裂隙灯、屈光度等，若有
一项异常者，将依次做小瞳验光、生物测量、眼压、
眼底4项检查。

保亭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免费
筛查眼疾，是为了提升学生自觉保护眼睛、增进健
康的意识，减少近视所导致的眼部并发症和视力丧
失症，让孩子们都拥有光明、美好的童年和未来。

4月1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党选
民研究员（右）正与同事测试西瓜
糖度。

据介绍，该院热带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研究
选育适合热带地区种植的西瓜新
品种，此次选育出28个西瓜杂交
新组合，在该院儋州试验基地开
展了品比试验，通过试验筛选出
了一批优质、耐储运、丰产的优良
新组合。其中1个组合经田间测
定中心测定含糖量高达16度，创
出海南西瓜育种糖度新纪录，为
海南西瓜新品种结构调整奠定了
可靠的基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西瓜育种
有了糖度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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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聪明用歪了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人民日报：“问责”也要“负责”。
4 分钟内没及时接听电话，干部被公
开通报“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扶贫手
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被通报批评
……这些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
问责、问错责的问题，虽事后取消也
造成了不良影响。须知，通过强化责
任追究，约束不作为、整治乱作为，从
而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这
才是问责的价值指向。

@中国青年报：互联网时代，我
们的隐私到底还剩多少？某些不良
互联网企业一旦赢得垄断地位，便会
利用其产品的不可替代性要挟用户，
迫使用户接受不公平的隐私条款。
对这种做法，监管部门必须在制度设
计上加以反制，如此才能避免有关法
律沦为一纸空文。

@半月谈杂志社：守住生态红线
要勇于“摘刺”。在生态文明建设面
前，没有“吃瓜”的看客，保护好环境
是各级政府的天然职责。生态文明
建设，是一场硬仗，不仅要善于“栽
花”，更要勇于“摘刺”。只有各级政
府做到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零容
忍，下大决心彻底铲除一切敢于破坏
环境的“毒瘤”，我们才能守住可以留
给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 （张 辑）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报道了
这样一个案例：江苏省连云港市赣
榆区地震局原局长张某编造虚假材
料，骗取上级补贴资金300余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纸终究包不住火。为了骗取补
贴资金，新闻中的这位原局长可谓挖
空了心思，使尽了招数，却独独忘了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告诫。“机关
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时
的他对这句话必定深有体会，可惜悔
之晚矣。为官做事，确实应该聪明

一些，但聪明必须用在正道上。夙
夜在公，一心为民，在解民忧上多出
金点子，在为民谋福利上多出好对
策，方才是真聪明。反之，为捞取个
人好处动歪脑筋，在鲸吞公帑上耍
小聪明，实是真糊涂。这正是：

弄虚作假饱私囊，
锒铛入狱悔难当；
后来之人当警醒，
滥用聪明必受殃。

（图/吴之如 文/张永生）

媒体近日报道，之前6元100片的国产硝酸甘
油“小棕瓶”，如今在电商平台上每瓶卖到69元，
进口的则更贵，可即便是这样，还不容易买得
到。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实体
药店，或者是医院药房，这种小药片不是经常缺
货，就是加价捆绑销售，令不少心脏病患者感到
窝心。

众所周知，硝酸甘油片是治疗冠心病、心绞
痛的常用特效药，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缓
解症状，而且价格相对低廉，一直以来都受到广
大心脏病患者的青睐，并被视为救命药。按理
说，越是像这样的常备药、救急药，越应该价格
公道才对，否则，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难以
承受。然而，现实生活中，不少价廉物美的救急
药涨价或紧缺的现象时常发生，比如之前常用
抗过敏药扑尔敏缺货就曾一度引发人们担忧，
而这一次则轮到了心脏病患者赖以救命的硝酸
甘油片。

为什么会出现价格高涨却仍然断货的情
况？是这些药科技含量太高，生产起来太困难？
恐怕不是。据业内人士分析，硝酸甘油片的销售
之所以会陷入目前这种尴尬局面，是由原料药价
格上涨和原料药生产厂家数量减少两个方面原
因共同造成的。原料药价格上涨且供不应求，成
品药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且供应不足，个中道理不
难理解。

值得追问的是，那些拿到批文的原料药厂商
为什么又不愿生产？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市场需
求规模相对较小，利润空间也较为有限，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生产厂商的积极性。事实上，当前不
少原料药涨价和短缺的原因大多如此。企业是
追求利润、讲究效率的，如果生产某一款药品达
不到一定的收益，他们往往宁愿不生产。从这个
角度来说，仅仅靠“无形之手”、市场调节难以解
决现在这种原料药困局。

保障“救命药”供应事关民生。“无形之手”难
以解决问题，“有形之手”就得及时补位。针对硝
酸甘油片等药品出现的供需失衡问题，有关部门
应当高度重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果断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统筹、扩大生产，确保原料药供需平
衡和市场平稳。只有稳供应、稳价格，才能更好
地安人心、保民生。

保障“救命药”
须用好“有形手”

■ 徐建辉

市场各方对科创板给予了极大热
情。随着科创板稳步推进，交易所受
理名单逐批公布，各方积极参与的同
时，却也出现了一些不理性的行为。

最典型的是“垫资开权限”。按规
则，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需要此
前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
元。但在不理性的暴富预期诱惑下，
个别不够开立权限标准的中小投资者
却在“钻研”“垫资开权限”。

市场参与者希望参与科创板说明
各方对这项重大改革抱有积极的看好
心态。但个别中小投资者贸然“垫资”
入市，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这种心态
要不得。另外，券商也得把好准入关。

科创板是个“试验田”，它既有别
于主板，也有别于国外其他股票市
场。这意味着投资者们需要面对全新
的规则政策、不一样的投资策略等，需
要参与各方全方位的适应磨合。

比如，试点注册制。企业在通过报
送申请、受理公示、审核问询、发行注册
等系列程序后，直接登陆科创板。整个

发行上市过程，强调市场化机制，强调
信息披露的充分性、一致性和可理解
性，是个全新的市场运行机制。

科创企业本身也有不一样的特
性。一个成功的科创板将培育出高成
长性的领先科技企业，但同时也不排
除有些企业现在看起来很有前景，远
期不一定能兑现；有些企业现在看起
来稳健经营，说不定哪天就会踏空。

这也是为什么科创板设置了有别
于其他板块的投资者门槛，并鼓励中
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参与。

设立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改革是
大事，初衷在于更好发挥市场对科创
企业遴选作用，在于支持科技创新类
企业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伴随科创
企业发展，也能够让国内投资者享受
新经济成长的红利。

但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市场，不
管是投资者，还是企业等其他市场参
与者，都还有许多规则要学习，要做好
更加充足的准备。

在这样一个全新市场中，理性参
与始终是必要的。这既是中小投资者
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需要，也是科创
板稳起步的需要。

■ 许晟

“深情护海，筑梦蔚蓝。”媒体日前
讲述三亚市环保公益组织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的故事，引发社会关注。成
立十余年来，这家协会每年开展海洋
保护活动上千次，为维护海南海滩海
域生态贡献着力量，吸引了一个又一
个拥有爱海、护海情结的志愿者热情
参与。（4月2日《海南日报》）

把对大海的满腔热爱化为保护海
洋生态的实际行动，这份情怀是可贵
的，这份担当是可敬的。稍微留意便可
以发现，在大街小巷、旅游景区乃至一

些偏远山区，都活跃着环保志愿者的
身影。从捡纸片、捞塑料袋到排查污
染情况、为环保治理建言献策，他们不
怕苦、不怕累，不图名、不图利，为呵护
美好生态劳碌奔波，为维护美丽家园
发光发热。行胜于言，在他们身上，人
们感受到了蕴藏在民间的环保力量，
也对如何做好环保有了更为深刻的感
悟：同顶一片天，共饮一江水，谁都不
是也不能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守护
生态高颜值，追求生活高质量，每个人
都可以也应当成为环保行动者。

环保，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也是
一场配合战。守护生态环境，治理者的
积极努力固然至关重要，但若离开了个

体的热情参与，“剃头挑子一头热”，终
究难成大事。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环保
点多、线长、面广，监管的“眼睛”再锐
利，“触角”伸得再长，都难免有照管不
到的地方，因而需要个体协同行动、“补
差补缺”；更在于推动环保制度、政策落
地生根，关键是走进生产生活并使之转
化为人们的行动，否则，即便制度、政策
一时出台了，也难以推开，或者靠行政
力量推开了，也很难扎下根。前段时
间，媒体聚焦海南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

“湖淡实践”，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激发
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提升村民参与度。
变“要我分类”为“我要分类”，一些原先
推不动的措施如今推行起来顺利得多，

而那些老大难问题也日益得到改观。
更好的环境等不来、喊不来，关键

是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让绿色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让环保成为一种行为
方式，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不可攀、遥
不可及，而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点
点滴滴。到菜市场买菜不用塑料袋是
环保，上下班坐公交车是环保，倒垃圾
前对之进行合理分类是环保，网购时
选择可循环利用的包装盒，同样也是
环保。或许，一人一时一地的努力有
些微弱，但只要能一直坚持下去，就能
产生好效果，影响带动更多人。当每
个人都将环保意识渗透到衣食住行
中，从当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细节

做起，就能汇聚成一股强劲的环保正
能量；不拘于一时，不限于一地，不囿
于一隅，就能不断推动形成人人参与
的环保大格局。

有人说：人的行为，除了带有经济
意义外，还带有环保意义。这话听似
夸张，其实蛮有道理。生产生活都得
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因此，在环境问
题面前，每个人都应经常反思自己的
行为；在守护良好环境这件事上，每个
人都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从某种
意义上说，当好环保行动者，守护好绿
水青山，不仅是在践行美德，也是在向
自然“还债”；不只是在坚守善行，也是
在履行义务。

■ 张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