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5月7日讯（记者陈雪
怡）屠宰环节是连接生猪产销的关键
环节，如何在保证切断病毒传播链条
的同时，保证猪肉产品正常供给满足
需求？“关键在于实施生猪屠宰环节
非洲猪瘟自检制度和官方兽医派驻
制度（以下简称‘两项制度’）。”5月7
日，海南非洲猪瘟防控应急管理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落实“两项制度”对于打
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攻坚战至关重
要，我省将推动“两项制度”落实到
位，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作为生猪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主体，

生猪屠宰企业承担着防控动物疫病、保
证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在生猪屠宰
厂（场）开展非洲猪瘟检测，便于及时发
现和消除隐患，防止病毒污染猪肉流
出，降低非洲猪瘟病毒扩散风险。

根据相关要求，对屠宰环节开展
非洲猪瘟病毒检测的主要要求是：生
猪屠宰厂（场）应当在驻场官方兽医
监督下，按照生猪不同来源实施分批
屠宰，每批生猪屠宰后，对暂储血液
进行取样并检测非洲猪瘟病毒；或者
根据实际情况，在生猪进场前以生猪
运输车辆为单位采集全部生猪血液
样品，混合后进行检测。屠宰过程中

发现疑似非洲猪瘟典型病变的，要立
即停止屠宰，将可疑生猪转至隔离
间，并采集病变组织和血液样品进行
检测。

对屠宰环节非洲猪瘟病毒检测
结果应用的要求是：屠宰厂（场）检
测非洲猪瘟病毒为阴性且按照检疫
规程检疫合格的，驻场官方兽医方
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并注明检测
方法、检测日期和检测结果等信
息。屠宰厂（场）检出非洲猪瘟病毒
核酸阳性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将
检测结果报告驻场官方兽医，并及
时按规定将阳性样品送样复检。复

检为阴性的，可以恢复生产。复检
为阳性的，48小时后经评估合格后
方可恢复生产。

同时，根据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
规章规定，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
法向屠宰场派驻（出）官方兽医实施
屠宰检疫。屠宰检疫内容包括传染
病和寄生虫病，检疫流程主要包括生
猪进入屠宰场（厂、点）监督查验、检
疫申报、宰前检查等。在非洲猪瘟防
控期间，官方兽医监督屠宰企业开展
非洲猪瘟自检，对没有开展非洲猪瘟
自检的屠宰企业，对屠宰后的生猪产
品一律不得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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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百年五四精神 青春奉献自贸区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5月 6日，正值立夏，天气炎热。
但在海南大学内，该校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教师赵红亮却在“反常”地织着
毛线围脖。

热天织围脖？看出海南日报记者
的疑惑，赵红亮拿出一叠邮寄单解释
道，围脖都是他利用课余时间，给在祖
国最北端和寒冷高原守边的哨兵们织
的，“我平均织完一条需要两个小时，
每两天就能为一个哨所的士兵们添几
分‘温暖’，何乐而不为？”

行善，已成为赵红亮的生活态
度。自2002年起，他以“向群弟”的
名义省吃俭用捐资助学，圆贫困生求
学梦；对待孤寡老人、弃儿弃婴，他
16年如一日无私付出，被孩子们亲切
地称为“红亮哥”；支教以来，他常年
坚持刻光盘、传农技，足迹遍布多个
贫困村……

在赵红亮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
子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把向善的力量
撒向琼州大地。他本人也先后获得

“海南青年五四奖章”“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等多项荣誉。

一碗夹生饭

赵红亮是河南安阳人，却能说一
口流利的黎语，这要从2006年说起。

2006年7月，从华南热带农业大
学（现海南大学）毕业的赵红亮放弃
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选择到白沙
黎族自治县南开乡进行为期两年的
支教。

“我想去到更需要自己的地方。”
赵红亮说，南开乡地处大山深处，生活
条件艰苦，师资十分匮乏。在南开乡
中心学校支教的两年里，他教过数学、
英语、地理等6门课程，同时执教三四
门课程是“家常便饭”。

“刻苦”是当时赵红亮留给学生符
财云的第一印象，“大伙都知道，赵老
师是全校最晚睡、最早起的人，除了备
课，就是读书和记单词。”符财云记得，
课余时间，赵红亮经常到学生家做家
访，一来二去，学会了黎语，甚至还说
得有模有样。

赵红亮十分节俭。当时学生们会

带米到学校，统一煮饭，但由于锅大、
米多，饭粒夹生是常事。“我没有另开
小灶，在学校里待了两年，这锅夹生饭
就吃了两年。”赵红亮说，实在咽不下，
他就一箱箱地买榨菜调味，“两角钱一
包，一包可以对付一两顿。”

赵红亮的家境并不拮据，如此省
吃俭用为哪般？直到2012年底，答案
才被揭晓：原来，自2002年来琼读书
起，他一直以“向群弟”的名义不定期
向海口市东山镇向群小学捐款捐物，
少则50元，多则千元。

“在我迷茫的时候，是抗洪英雄李
向群给了我前进的力量。我想通过帮
助别人，把这种力量传递下去。”如今，
赵红亮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生活简
朴，“我少吃一个肉菜，山区学校里的孩
子就多了几本本子、几支铅笔。”

一张小光盘

在赵红亮的办公室里摆着的那
台光盘刻录机，显得和这个时代格格
不入。

“虽然城里人很少使用光盘，但在
贫困地区，光盘比U盘更具实用性。”
赵红亮解释，除了更便于电视播放，光
盘的成本也不高，自己可以给乡亲们

多送几张。
给贫困村民传农技，是赵红亮从

去南开乡起，一直坚持的事情之一。
“起初，村民听闻我来自华南热带

农业大学，坚持请我去给橡胶树看
病。”赵红亮坦言，其实自己主修的是
市场营销而非农业，但他还是去了，

“为了不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学生
耽误村民作物的生长，我多次回校‘搬
救兵’，把农业专家、教授们传授的知
识编成小报、传单，发放给村民们，一
解燃眉之急。”

在赵红亮的帮助下，这些橡胶树
长得愈发茁壮，胶水产量逐年增加，这
让他感到振奋。

接下来的日子，每到周末，赵红亮
都会辗转于全省各个贫困村“快递”农
技，最后，小报、传单逐渐变成光盘。

一条毛围脖

“赵老师好，有了你们的关心和支
持，我们戍边守防的任务显得更有意
义，白哈巴也将更加温暖……”近日，
赵红亮和学生们将围脖、手套、袜子寄
给驻守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
热克提乡白哈巴村附近的连队，对方
致以热情感谢。

“我们常在新闻里了解到守边战
士的不易，其实给他们送一点爱心，并
不困难。”在赵红亮看来，行善贵在坚
持，自己这些事，如果集中到一两天来
做，工程量显得浩大，但如果分散到每
一天、每一个小时去做，便很简单。

这些年来，赵红亮坚持从点滴做
起，包括自学中医穴位按摩、拔火罐和
聋哑手语，为儋州市那大敬老院的孤
寡老人和孤儿排解病痛，带去欢笑；细
心指导海大爱心协会学生做好计划，
深入农村，在支农支教的过程中实现
青春理想……

“赵老师就像一盏闪亮的红灯，为
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0多年过
去，符财云已成为省中医院的一名医
师，他动情地说，受赵红亮影响，班里
的学生几乎都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伍，

“我们将结合各自的岗位工作，真心付
出，把赵老师传递给自己的力量持续
传递出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奋斗是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赵红亮说，在行
善这条路上不断奋斗，就是希望自己
在老了以后，追忆青春时不觉碌碌无
为，而是有许多值得回味和铭记的美
好故事。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他是捐资助学的“向群弟”，是温暖孤寡的“红亮哥”，是传送农技的“快递员”

赵红亮：积善成德 青春无悔

本报那大5月7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王家隆）防控非洲猪瘟，坚
决杜绝泔水喂猪。儋州一养猪户偷偷
捡拾泔水喂猪，被行政拘留5天。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7日从儋州市公
安局获得的消息。

5月3日，儋州市公安局前进派出
所接到举报：有一男子骑着三轮车，趁
着夜色在儋州市第四中学附近捡拾泔
水，私自运输，用途不明。接到举报
后，前进派出所迅速出警，查扣车辆，
但捡拾泔水的人跑了。经过摸排和规
劝，5月5日，捡拾泔水的吴某主动到
派出所说明情况承认错误。

据了解，吴某是儋州市光村镇养
猪户。4月15日至5月3日，他经常
夜晚到那大镇到处捡拾泔水，随后再
转运至家中的养殖场用来喂猪。

吴某说，捡拾泔水喂猪，主要为节
省养猪购买饲料的开支，没有过多考
虑，直到被举报，捡拾泔水的三轮车被
扣留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保证生猪生产安全、阻断非洲
猪瘟等动物疫情传播，4月25日，儋
州市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印发
《关于禁止泔水喂猪的通知》，严禁泔
水喂养生猪，要求各镇政府及有关单
位要提高认识，加强监管，坚决杜绝泔
水喂猪现象发生。

儋州市城市管理局法规宣传科有
关人员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根据
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儋州市多部门
联动严禁泔水非法运输和投喂生猪，
相关执法部门制定泔水管控机制，加
大对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
定，儋州市公安局对吴某处以行政拘
留5日。

儋州一男子
私运泔水喂猪被拘

我省实施生猪屠宰环节非洲猪瘟自检制度和官方兽医派驻制度

防控非洲猪瘟 落实“两项制度”

东方鱼鳞洲风景更宜人

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经过整治修复后环境更加安全，风景更加宜人。
东方市鱼鳞洲灯塔山因有山体崩塌地质灾害隐患，于去年封闭施工，

同时对景区周边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今年年初完工后，景区变得更漂亮
了。图为航拍的鱼鳞洲风景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彭珊珊 摄

非洲猪瘟不会传染人

非洲猪瘟病毒是如何传播的？
猪和猪之间互相传播

饲料传染
运输车辆和人引起的接触性传染

猪肉从养殖场到市场经过层层检疫
我省猪肉从养殖场到市场要经过层层检疫

只要到正规渠道购买猪肉，经过高温消毒，完
全可以放心食用

什么是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引起的猪的

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其强毒
株对生猪致病率高，致死率可达100%。

非洲猪瘟不容易经过突变演变为跨物种传染
鸡鸭牛羊不会感染非洲猪瘟病毒

更不会传染给人

什么是非洲猪
瘟？它会不会传染给人？

疫情期间人们能否食用猪肉？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我省部分市县

出现非洲猪瘟疫情，不少海南群众选择
暂时不买、不吃猪肉及其制品。对此，农业
专家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猪
瘟只传猪不传人，不是人兽共患病，消费者只
要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屠宰场宰杀的生猪

肉，均可放心食用。

制图/张昕

正规渠道购买的猪肉可放心吃

陵水坡村：一抹“红色”
带出多彩生活

记者手记

◀上接A01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历程，时光来到上世

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机遇燃起坡村人的奋斗
激情。

1988年，刚从五指山农业会计学校毕业的王
仁会回到村中，便被选为了村干部。“当时看着村
里的田地水源好，又肥沃，但就是没有好效益，我
是看眼里急在心里。”王仁会说，“奋斗是传承不息
的红色基因。想到当年黄振士烈士敢为人先闹革
命，作为坡村后人也不能不思进取，通过考察，我
决定带着村民们种辣椒。”

1989年，王仁会引来三位湖南的客商，将村
里的土地租三年给他们种辣椒。“我心里也有‘小
算盘’，客商来种三年，让村民给他们打工，同时也
是学技术，过三年就让村民自己种。”王仁会将一
股子的机灵劲都用到村子的发展中。

直到今天，辣椒依然是村中重要的农作物。
“我自家去年还种了两亩辣椒，每亩每年有五六千
元收入。”村民李文会高兴地说道。

发展乡村游 村民当“掌柜”
“这是按照黄振士烈士故居原貌布置的，黄振

士小时候就是在这样朴素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4月28日上午，来自陵水中学的100多名师
生走进坡村，换上红军军服，在讲解员的解说下开
启红色革命之旅。

“过去整个坡村3000多名村民人均年收入不
到6000元。”坡村村委会副主任顾大峰介绍，村里
不少村民为了补贴家用选择外出打零工。

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切入点，发展坡村乡村旅
游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是2014年作
为大学生村官的顾大峰进村工作时就有的想法。

“开发红色资源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发展。”
机会出现在2016年底，一场名为“传承红色

记忆 穿越时光之旅”的全域旅游主题活动在坡村
举办，让这个沉寂已久的革命村庄再次吸引了大
家的眼球。

“3个月便完成一期工程，村子的面貌焕然一
新。”顾大峰介绍，坡村打造了时光邮局、公社食堂
等特色景点并进行串联，让身着红军服装的游客
穿梭其间，听红军故事、领粮票吃革命餐、模拟战
场训练。

红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许多村民的生
活。今年50岁的黄亚福怎么也想不到如今能在
家门口当起“掌柜”，去年他经营的民宿营业额达
到了3万多元；对年过六旬的村民郑有深而言，一
天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到黎乐堂排练、演奏八音，节
假日参与村中的八音表演还能拿到补贴与演出费
用；更多的村民加入农家乐当上了大厨，经营起售
卖特色农产品的店铺……

顾大峰介绍，2016年坡村成立了以党总支部
为核心的坡村文化演艺有限公司，由他担任总经
理，负责坡村全域旅游示范点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实行村民收益共享，增加了村民收入。

乡村谋振兴 青年成主力
4月28日下午，艳阳高照，陵水中学的学生

们却热情颇高：一个个早已来到坡村的真人CS
（军事模拟类户外竞技运动）乐园，穿上迷彩服，跃
跃欲试想要体验一把。

“坡村想要真正吸引游客，仅靠红色文化的讲
解还不够，还需要开发更多吸引人的项目，这个真
人CS便是前不久打造完成的一个项目。”顾大峰
介绍说，这个项目由被村里人称为“五虎将”的5
位返乡青年牵头打造。

走入真人CS园地，记者见到了“五虎将”之
一的王叶。王叶今年29岁，身材高瘦的他戴着鸭
舌帽正在烈日下忙活。

“过去在家种过地，也出去务过工，但想着这
里是我们的家园，总想尽一份力把它打造得更
好。”休息的间隙，王叶告诉记者，这个真人CS项
目由村里的文化演绎公司出资金，他们5位年轻
人出创意与人力，两个月时间便把园区打造出来。

“知道村里要发展红色旅游，我想都没想就跑
回来了。”吉雄峰从小在坡村听着红色故事长大，
对家乡很有感情。2016年年底，已经在外打工
10年的他放弃了海口的工作，回到家乡当了一名
园区讲解员，为游客讲述坡村的历史故事。

“同学们，‘一腔热血赴革命，熊熊烽火不顾
身’，革命先烈用生命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
活，我们应当传承与发扬红色革命精神，让自己的
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光彩……”采访结束正要离开
时，讲解员的声音在美丽的坡村中久久回荡。

（本报椰林5月7日电）

产业平台为青年返乡
筑起“暖巢”

结束了在坡村的采访，我深刻感受到该村的独
特。这里是黄振士烈士的故乡，拥有很多红色文化
资源，同时，这里的年轻人传承了先辈奋斗不息的
精神，愿意回来参与坡村的建设。

70年来坡村沧桑巨变，但乡村振兴仍然任重
道远。“80后”大学生村官顾大峰担任村文化演绎
公司总经理，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张罗；村里缺少专
业的财会人员，只能外聘；村里至今没有通上公交
车，前来旅游只能自驾游或跟团游……

坡村破解这些“瓶颈”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
为，回乡创业就业的年轻人就是关键所在。坡村
不局限于红色旅游业，而是以红色旅游为依托打
造产业平台，联动梅花鹿养殖，莲雾、圣女果种植，
户外拓展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平台的兼容
性越强，吸引的人才类型就越多。同时，坡村将八
音等本土文化融入旅游发展中，为乡村文化的振
兴提供了可能。 （梁君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