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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幸亏家门口的污水塘已经清理
干净，不然下雨天又是污水横流。”近
日，在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雨后初
霁，空气中漫着淡淡青草香，70多岁
的老党员王朝良正在清扫家门口的落
叶和垃圾，防止它们落入水塘中。

“由于历史原因，村民们以前常将
生活污水和垃圾往这口水塘里倒，塘
里蚊虫滋生、恶臭难忍，尤其是下雨

天，污水和垃圾还会漫出，流得到处都
是。”王朝良说，过去，水塘周边的10
余户人家不胜其烦，常年大门紧闭，很
少在家门口乘凉、聊天。

“要不是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动，
污水塘怎会变成净水塘？”王朝良介
绍，变化得从一场环境清理行动说起。

今年2月20日，乡村振兴工作队
入驻河头村，共有3名队员，省公路局
定安县分局安全监督股股长吴清辉担
任队长。

“工作队来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

到各家走访，了解他们所需所想。”吴
清辉介绍，一开始，村民们并不欢迎，
甚至有人认为，工作队只是走个过场
就结束了，“想做好工作，就必须以自
身行动取得村民信任，再扭转他们的
观点，带动发展。”

经过细心走访、调查，河头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员们决定从整治村里的
人居环境开始，逐步改变村庄面貌。

“我们发现污水塘是村民们的一块心
病，决心号召村民一起清理。”吴清辉
回忆，起初并没有村民响应，队员们便
带头和村干部一起动手清理垃圾。

看到他们连续多日冒着酷暑、顶
着恶臭清理水塘，村民们也不好意思

再袖手旁观了。“从‘干部干，群众看’
到村民主动帮忙，合力共建的氛围逐
渐形成。”吴清辉说。

“以前也有人想清理村庄环境，却
都不敢出头，怕被说闲话，在工作队和
村干部带头下，大家放下了心理负担，
特别有干劲。”王朝良感慨，通过村民
合力清理，污水塘被清理干净，几个垃
圾堆放点被打扫干净，每家每户房前
屋后都变得整洁，“我们能用自己的双
手，让家园更美。”

据统计，截至4月底，村民们总共
合力清理污水塘15亩、较大垃圾死角
60处，清运垃圾四轮车300车，清理
污泥3000立方米。“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后，垃圾不见了，恶臭消除了，
傍晚愿意出门乘凉和散步的村民多
了，大家感情越来越好。”村民陈世昌
高兴地说。

“现在，我们还打算利用专项经
费，疏浚污水塘的排水系统，并美化周
边环境，将这一区域改造为文化花园，
让村民有个休闲之处。”吴清辉表示，
河头村还将利用美丽乡村建设资金，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健全人居环境治
理长效管理机制，建立适合河头村发
展的村规民约，多措并举，并带动村民
发展致富产业，将河头村打造成环境
优美、生机勃勃的美好村庄。

（本报定城5月26日电）

在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带动下，定安河头村村民合力清理污水塘

恶臭消除了，傍晚散步的村民多了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文昌开展毛发检毒技术试行工作

毛发检毒
让涉毒行为无所遁形

本报文城5月26日电 （记者良子）5月 22
日，在龙楼镇政府，文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利
用手持毛发检测仪，对17名强制隔离戒毒出所回
归社会的涉毒人员现场截取毛发进行测试，未发
现复吸行为……为逐步推广毛发检毒技术，提升
基层排查管控吸毒人员的能力，文昌近日开展了
毛发检毒技术试行工作。

“一直以来，传统的尿检等措施因为追溯期
短，对查处吸毒违法行为造成一定困难，也对基层
执法工作带来不便。”文昌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毛发检测技术，可将吸毒追溯期从原来的3天
至7天提高到现在的3个月至6个月，解决了传统
尿检措施追溯期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助于充
分发现复吸违法行为，有效开展管控工作。

据介绍，与尿检技术相比，毛发检毒技术还具
有取样便捷、不易掺假、不侵犯被采集人员的个人
隐私、储存方便等一系列显著优势。

下一步，文昌市将深入开展吸毒人员毛发检
测技术的实质性工作，将毛发检测纳入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日常监督管控工作当中，有效降低涉毒
人员复吸率。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姚皓）5月26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9期销量排行榜
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海南农垦以
606.1万元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名，
陵水超越澄迈升至第二，澄迈位列第
三。在订单排行榜上，琼海忠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以9040件

的销量保持第一。
单位购买金额排行榜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继续领跑，
海南农垦八一总厂有限公司由上周
第四跃居第二，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位列第三。个人购买金额排行榜
上，网友“涵涵”“海南欢物”“小囡囡”
占据前三。

本周，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
心保持着稳定的购买输出，该中心主
任梁云介绍，中心通过组织内部员工
采购和厨房物资采购的形式助力消费
扶贫，平均每月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
采购数额达到8000余元，其中除了组
织员工采购2000多元产品外，食堂所
需的油、大米、粗粮等必需品也全都采

购海南爱心扶贫网农特产品。
据了解，2019年屯昌县第三场

“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暨互联网+消
费扶贫产品特卖会将于6月6日上午
在屯昌县体育馆启动，届时，现场将
设农副产品特卖会、集赞得端午大
礼、明星产品推介及美食品鉴、旅游
产品推介会等主题活动，敬请期待。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9期榜单出炉

快来采购“爆款”农产品

定安粽子亮相
海口日月广场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苏慧玉）5月26日，海口日月广场
粽香四溢，定安粽子海口展销会在此举行。黑猪
蛋黄粽、牛肉粽、甜口椰香粽、鸡肉粽、八宝粽等
多种口味的特色粽子，供消费者一饱口福。展销
会期间，还举办了“神秘盒子”开盒、快闪舞蹈、
定安知识问答等现场互动小游戏，邀市民们共同
参与。

据了解，展销会自25日持续至26日。活动
期间，日月广场中设有“神秘盒子”，扫描盒子上
的二维码即可参与话题互动，同时，现场还设置
粽子移动工坊和“高考加油”活动签名墙，在移
动粽子工坊大家可以体验亲手包粽子的乐趣，也
可在高考加油的签名墙上留下对高考学子的祝
福语，助力高考学子金榜提名。所有今年高考的
考生，可凭学生证等相关证件在现场免费领取一
个定安粽子。

据悉，此次活动是2019海南（定安）端午美食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宣传端午文化和定安
美食文化，助力定安粽子品牌建设。

关注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节

掀起禁毒新高潮

我省实施
孕期地贫筛诊项目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日前印发《海南省孕期地中
海贫血筛诊项目实施方案（2019年
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将地贫
筛查纳入孕期规范产检必检项目，为
常住我省孕前未经地贫筛查诊断的
夫妇双方，在怀孕期间开展免费地贫
筛查诊断服务，并对已经接受过地贫
筛查阳性的夫妇开展随访管理及干
预服务。

《方案》将地贫筛查纳入孕期健
康管理项目服务范围，列为规范产
检必检项目。建立产检医生首诊负
责制，产检机构医生接诊首次产检
的孕妇，必须询问孕妇地贫筛检情
况并告知孕期地贫筛查项目内容，
为未接受过地贫筛查的孕妇采集血
样进行地贫初筛；孕妇初筛阳性的，
采集其丈夫血样进行地贫初筛；初
筛双阳夫妇者转介到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进行地贫基因检测，基因检
测高风险夫妇转介到产前诊断机构
进行产前诊断。

同时，我省还将做好地贫信息
管理，建立初筛阳性孕产妇个案管
理档案，实现孕检地贫筛查、历年地
贫筛诊数据共享，提高地贫筛查双
阳转诊率。

备注：左边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

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

16日至2019年5月26日

扫码关注
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阅号

扫码登录
海南爱心扶贫
网商城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累计销售量（件）

9040

8764

7631

5390

4648

4357

3835

3583

2420

2337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二十九期）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二十九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海口

白沙

定安

乐东

临高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61085.74

5540203.91

4917520.78

3374585.68

2480571.74

2347493.79

2242057.44

1944304.91

1196777.91

1082184.85

最爱端午“乡愁味”

5月 26日上午，81岁的海口市
民黄芳就和女儿来到“2019年海南
端午美食文化节”活动现场，在展台
前认真观看各家企业的粽子简介。
在定安展台，她品尝了一口定安粽
子后，赞不绝口，“没错，这就是小时
候的味道，粽子里还留着浓浓的‘乡
愁味’。”

“‘乡愁味’的背后，是定安粽子
最大程度保留‘手工技艺’的制作理
念。”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介
绍，虽然市面上早有完整的粽子生产
流水线，可用机械完成从洗粽叶、淘
米和馅料制作，到蒸煮、真空包装和
装箱等所有流程，但定安的不少粽子
企业仍坚持人工完成粽子制作，以达
到粽子的最佳风味和口感。

“这些由人工操作的程序，若用
机器代劳，可以减少至少三成成本，
但风味将大打折扣，失去定安粽子的
核心竞争力。”参展的定安粽企“伍荣
昌”负责人朱跃章介绍，在食品加工

高度机械化的今天，为确保粽子的风
味，定安粽企主动走向一条反方向的
道路，“定安粽子都用手工捆，捆的时
候讲究‘三横三纵’，扎绳太松米馅易
泄露，水易渗入粽中，导致口感不
佳。扎绳太紧粽子外观不好看。”

“手工包，柴火烧，一锅粽子从准
备到出炉得用近2天时间，这样的包
法虽然‘土’，但粽子吃起来有童年时
的味道，这是机器制作的粽子所没有
的。”王沸健说。

这样的“乡愁味”，也获得了消费
者的认可。在此次展会中，“伍荣昌”

“新泰来”等粽企粽子销售情况极佳，
连夜从定安调货来海口。

特色粽子亮出品牌

本次活动，有厂商带来了琼海的
特色粽子，其中来自苗家的五色粽以
及添加鸡屎藤制作的鸡屎藤粽吸引
了市民的注意力。

2017年，水口仔村探索发展五
色粽产业，凭借独特的创意和口味一
炮而红。2018年，在帮扶单位与爱

心企业的帮助下，琼海石碧苗妹五色
粽水口仔厂建成投用，村民们摆脱了
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在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建
筑面积 1000多平方米的双层厂房
里，村民穿上统一的工装，戴着口罩
和手套，从准备粽叶到染米、包粽子、
煮粽、凉粽、真空包装、高温杀菌，每
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生产线提高了粽子产量，也比
传统的作坊卫生标准更严格，同时粽
子的口感丝毫没有影响。”琼海石碧
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相关负责人介
绍，项目投产后，已在2018年创造逾
50万元销售额，提高了当地村民尤其
是贫困户的就业率及收入情况。粽
子厂项目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后，能
为当地提供近300个就业岗位，还将
带动染料植物种植、粽叶种植、山兰
米种植，以及养猪、养鸭等10余个相
关产业的发展。

传统美食搭上现代产业快车，
爆发出惊人活力。据介绍，琼海正
推动粽子产业形成完整销售闭环，
延伸粽子销售链条，发展壮大这一

特色传统产业。此外，琼海粽子品
牌的树立，也将有利于带动当地物
流、人员就业、销售等多方面的发展
和提升。

琼海市商务局副局长卢业运点
赞了此次文化节的举办，认为通过此
类高规格的活动，充分展现出了海南
粽业的品质水准以及琼海粽业的发
展潜力，对树立琼海粽子品牌形象起
到巨大作用。

据了解，此次展会通过“平台展
示+现场活动+媒体报道”的立体宣
传，也为海南知名粽子企业提供了与
互联网结合的“线上营销+线下体验”
立体展销模式。今后，主办方将开展
更多新颖独特的立体化展销活动，帮
助海南本土粽子企业树立品牌、提升
美誉度和影响力。

“我们举办2019年海南端午美
食文化节，也是希望给海南各地的粽
子企业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让
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把海南粽子的品
牌打响，让海南粽子香飘全国。”活动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圆满落幕

名粽飘香海岛 品牌声名远扬

盘点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名粽滋味舌尖“绽放”
端午将至，又是一年粽飘香。觅食海南岛，这

个时节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粽子。2019年海南端
午美食文化节于5月26日下午落下帷幕，参展市
县的名粽，原材料各有千秋，做法各具特色，因而
口感独特。海南地方名粽名扬千里，源于原料绿
色天然，做法考究。

定安

用特制秘方调料、特殊制作工艺，将获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的定安黑猪肉及火山岩富硒糯米、富
硒加柊叶、富硒有机咸鸭蛋融为一体，精心制作

“定安粽子”。定安粽子口感软绵，食而不腻，回味
无穷。

琼海

较出名的是“大路粽”和“烟塘粽”，味道香，口
感好，关键技术在于馅肉的腌制、大米的精炒、粽
叶的选择和煮粽的火候掌握。粽子大多是包有腌
制的五花肉或猪蹄、咸蛋黄的肉粽，少了一分花
俏，多了几分实惠。

除了传统肉粽，琼海粽企今年还推出五色粽，
受到消费者欢迎。五色粽的粽米为五色米，是以
三角枫、红蓝草、紫蓝草、黄姜等新鲜药用植物汁
液将糯米染成黑、红、紫、黄四色，加上本色的糯米
为原料蒸制而成，味道甜糯韧滑，口感纯粹清爽。

万宁

“和乐粽”所用的糯米产在咸淡水交界处，有
天然的淡咸味，包粽子时将糯米洗干净后把水分
沥干，接着用蒜头、香油搅拌。糯米包着肥瘦适中
的五花肉，按横丝纹切成长方形的小块，这些猪肉
产自当地小渔村，群众用小鱼、小虾、海菜等喂猪，
肉质鲜嫩。 （本报记者邓钰整理）

■ 本报记者 邓钰 袁宇

“又接到一个订单，
通知公司赶紧备货。”
“我要再买两盒。”一幕
幕抢购热潮在2019年
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海南名粽”展销活动中
不断上演。5月26日，
为期两天的2019年海
南端午美食文化节活动
划上圆满的句号。海南
日报记者从现场了解
到，两天时间里，“海南
名粽”持续热销，出现供
不应求的情况，现场现
金销售额达42.5万元。

近年来，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导，联合相
关市县政府，在端午佳
节前开展一系列产品展
销、品牌营造活动，有力
地助推了各市县特色粽
子品牌建设，提升了琼
岛美食文化的内涵，也
有力地推动了海南粽子
产业的发展与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活动中，消费者购买五色粽。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市民游客试吃粽子。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