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9年6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A05 综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天涯巨变

匠心精神，缔造百年品质——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到澄迈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小镇采访的最大感受。福山
咖啡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名气，甚
至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引领人们新
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偶然，这与澄迈，
与“福山咖啡”创始人徐家父子的坚
守与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匠人的初
心，是一种情怀，是一份专注与坚

守，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在时
代变迁、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徐家父
子没有盲目扩张，不追逐眼前短期
利益，他们专注种植、加工、销售的
每一个环节，只为呈现一杯高品质
的咖啡。

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所
说，只要拥有一种纯粹为了把事情做
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
是匠人。在我眼中，徐家父子对福山

咖啡的坚守，体现了一种根植于他们
血脉中的匠心。

在多数人只讲求效率、减少成本
的当下，市场利益的驱动，常常会让
人忘了初心，导致出现“山寨”、假货
和粗制滥造。时代发展，呼唤匠心。
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始终保持一颗敬
畏之心，用极致的认真和恒心，去打
造极致的作品。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时代发展呼唤匠心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许多人认识澄迈县福山镇，是从
一杯咖啡开始的。

到澄迈福山咖啡馆，点一杯咖
啡，配一碟糕点，一群老友谈笑风生
——这是福山人的日常，也是许多岛
内外游客喜欢的休闲生活方式。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澄迈福山咖
啡文化风情小镇的停车场里，停满了
各地车牌的车辆，他们有的是路过福
山歇歇脚，有的是专程到这里来，就
为喝一杯福山咖啡。

在澄迈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
74岁王川信的眼中，福山从以前的
荒草满坡，到如今的游客纷至，咖啡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见证着这座小
城的发展巨变。

梦想启航 沃土生金

福山适宜种植咖啡，在上世纪
30年代就被人发现了。在福山风情
小镇的咖啡文化馆里，有一段这样的
记载：1935年，印尼华侨陈显彰经考
察后，认为福山一带“泉甘土肥”，于
是在此创办福民农场，开启了福山咖
啡种植的历史。

遗憾的是，日军侵琼期间，福民
农场惨遭日军破坏。海南岛解放后，
陈显彰重新经营福民农场，种植咖啡
800多亩。他还被国营兴隆农场聘
请为技术顾问，为兴隆提供咖啡种
子。可惜1953年，他蒙冤身陷囹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海南，百业待
兴。陈显彰带回的咖啡种子，当时没
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效益。“那时的
福山，寻常百姓很少人种植咖啡，以
种植橡胶、香蕉为主，一些撂荒的田
地杂草丛生。”回忆往事，王川信这样
感慨。

“福山咖啡”品牌的缔造者，是有
着“咖啡大王”称号的澄迈本地人徐
秀义。1979年，44岁的徐秀义决定
种植咖啡。他从老家的5亩地开始
试种，用3年时间，将种植面积逐步
扩大至50亩。1982年，他申请注册

“福山”商标，次年成立澄迈县福山咖
啡联合公司，之后在福山水库旁办起
了澄迈县第一家咖啡加工厂。

当时，徐秀义带着精制的咖啡到
北京、上海、杭州、无锡、武汉等地试

销，品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认为可
与进口咖啡媲美。徐秀义用心搜集，
取回26种国外咖啡产品样品加以对
比，不断改良品种和改进加工工艺。

一杯咖啡 续写传奇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琼岛大地，交通
路网日渐完善，来到福山的人群也一
下子多了起来，他们或是开荒拓土种
植冬季瓜菜，或是从事代理收购的生
意，福山资源优势突出，加上位于交
通要道，很快成为海南岛西线传统农
业的重要集散地。

“福山咖啡”现任“掌门”徐世炳
还记得，父亲徐秀义开的第一家咖啡
馆在海榆西线道路边上，起初取名

“棋乐咖啡馆”，以期“以棋会友，分享
快乐”的意思，借此宣传推广氤氲着
咖啡香气的休闲生活方式。

然而，让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样
的咖啡馆竟难以为继，不仅掏空了徐
秀义的积蓄，还让他负债累累。

“其实他做什么都赚钱，唯独做
咖啡是亏本的！”徐世炳说，为此他
和父亲在咖啡馆的经营问题上产生
了严重分歧。父亲坚持，福山咖啡
馆只能卖福山咖啡，不轻易开加盟
店。儿子则认为，咖啡馆需要适当
经营其他饮料、糕点品种以满足客
户多样化的需求。两人一度闹到不
可开交，以致于1995年，徐世炳在
海口开第一家分店时，父亲拒绝给
儿子供货。

后来，徐世炳渐渐体会到，父亲
的固执，其实是对福山咖啡品质和
品牌的坚持。老人家直到临终前，
都在交代儿子，要做好福山咖啡，流
传百世。

2000年，32岁的徐世炳从父亲
手中接过福山咖啡馆时，他愈发觉
得，父亲的坚持是对的，要做百年老
字号，做稳、做精、做好品质才是前
提。此后，徐世炳和父亲一样，专注
只为做出更好的福山咖啡。

2004年，福山咖啡系列产品的
logo诞生，商业标识是一幅取自徐
秀义形象的木刻版画：一位朴实的手
捧丰收果实的海南老农，脸上刻着岁
月的勤劳印记……

第二年，福山水库旁的福山咖啡
老馆修新，红墙青瓦的咖啡馆与山水
相依，端起咖啡杯，目光所及是碧波
荡漾、白鹭翩飞，耳畔隐约传来声声

犬吠、啾啾鸟鸣。

农旅融合 浓香四溢

不知道是咖啡成就了福山，还是
福山成就了咖啡。2009年，澄迈县
委、县政府秉持着“举办一场活动，留
下一片产业，带动地方发展”的目标，
紧紧围绕“咖啡文化”主题，启动了福
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建设，包括“福
山咖啡”在内的一批咖啡馆在此落地
迎宾。

近年来，随着中国福山杯国际咖
啡师冠军赛等高端赛事接连在福山举
办，福山咖啡的知名度已经享誉国内
外，福山也先后荣获“中国咖啡第一

镇”“海南最美小镇”等称号。徐世炳
的福山咖啡老馆常常游人如织，节假
日一位难求。据粗略估算，仅福山咖
啡老馆一家咖啡店一天就能卖出咖啡
近7000杯，日营业额近20万元。

为进一步促进农旅产业融合，延
伸咖啡文化产业链，去年，徐世炳再
投入1600万元，在福山镇红旗坡建
设集生产、研发、观光体验于一体的
福山咖啡体验中心，带动了近500名
当地群众就业。

咖啡带动福山当地特色农业和
旅游业发展，澄迈县福山镇镇委书记
王锡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除了咖
啡，福山还有福橙、地瓜、荔枝、莲雾
等农特产品，但目前还没有哪一件产

品能像咖啡一样，将农业、旅游业和
文创产业等联系得如此紧密，有力带
动当地经济发展。福山全镇现有咖
啡馆30多家，2018年带动消费和旅
游收入5619.6万元。

一把刚烘焙出来、还带有热气的
咖啡豆被放进研磨机里研磨，一股浓
郁的香味立即充满了整个房间。6
月12日下午，在“80后”陈文经营的

“守艺人咖啡馆”里，湖北游客苏梅安
静地等待品味浓香四溢的福山咖
啡。陈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的咖
啡店虽小，但得益于咖啡文化风情小
镇的建设，“守艺人咖啡馆”自2013
年开业至今，客流量稳步上升。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

澄迈福山从曾经的荒草满坡到如今的游客纷至，咖啡产业发展功不可没

一杯咖啡“品”福山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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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袁
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安康，
祝你健康喜乐！”6月13日，在琼海市
大路镇敬老院，敬老爱老志愿者们带
来瓜果礼物，和院中的老人们一起过
生日。当天，琼海市大路镇启动“人
人都是志愿者”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月活动，旨在吸引更多居民参与
志愿服务队伍，探索志愿服务活动常
态化，推动志愿服务“项目化”。敬老
爱老志愿活动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月中的一项内容。

大路镇是琼海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市级试点，通过组织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市民养成文明新风尚。

“能加入志愿服务队，我感觉很
光荣。”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大路镇“新农人”志愿者苏文光自豪
地说，加入“新农人”志愿服务队后，
他把掌握的莲雾种植技术教给更多
农民，让更多人能种好莲雾。

目前，大路镇成立了包括党员、
新农人、优秀教师、文体爱好者、司法
卫生干部、农业服务工作者等在内的
7支志愿服务支队，通过组织开展针

对性高、专业性强的志愿服务活动，
为百姓解难、为社会分忧。

大路镇党委书记王天利介绍，对
应7支志愿服务支队，大路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月活动将开展7
大类志愿服务活动，包括理论宣讲、
经验交流、文明乡风培育、清洁家园、
关爱困难群体、关爱未成年人等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是我们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的骨干力量，我们正
着力培养一支能力强、水平高的志愿
服务队伍，做好志愿服务。”

“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

务。”在大路镇敬老院里，志愿者莫丹
细心地将带来的生日蛋糕切开，然后
分别端给敬老院里的老人，为老人们
送去生日祝福。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他所在的红娘子玫瑰连爱心协会
已发展了近2000名志愿者。

王天利表示，大路镇将通过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月活动，扩大影
响力，树立志愿服务品牌，吸引各界
热心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并最终使
志愿服务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
自觉和道德追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我省调整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范围
7月1日起执行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
杰科）6月13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关于
2019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的通告》（以下
简称《通告》），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1670
元，上限为18981元；三亚市缴存基数下限为1670
元，上限为19623元。《通告》将于7月1日起正式执行。

《通告》明确，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不
低于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当
地在岗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3倍核定，该
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
标准执行，适用时间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
6月30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
缴存单位应按时完成本年度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基数的核定与调整工作。

我省直招士官专业出炉
涉及9个大类60余个专业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刘
群 赵泉）6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征兵
办公室获悉，2019年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
接招收士官工作已全面启动，今年海南直招士官
的相关专业已经出炉，涉及计算机、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通信等专业。

直招士官招收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应届往届均可），由各级兵役机关负责办
理。所学专业符合部队专业需要，未婚，男性24
周岁以内（1994年8月1日以后出生）。其政治条
件和体格条件分别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等相关规定执行。

据悉，今年我省直招士官专业类别为计算机、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通信、汽车制造、建设工程
管理、临床医学、水上运输、财务会计、自动化等9
个大类60余个具体专业。此次直招士官招收报名
截止日期为7月5日，7月30日前完成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专业考核、审批定兵、档案交接等工
作。应征青年可通过“全国征兵网”查询招收专业
（http：//www.gfbzb.gov.cn）。详情请致电省征
兵办0898-66571153、0989-66571233咨询。

三亚⇌西哈努克港航线
下月开通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黄媛艳）海南日
报记者6月13日从三亚旅文局获悉，鹿城将于7
月1日新开三亚⇌西哈努克港航线，该航线一周
三班，单程只需约1.5小时，将极大便利柬埔寨百
姓来琼购物度假。

三亚⇌西哈努克港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5
时45分定期从三亚起飞，7时抵达西哈努克港；
回程则是每周一、周三、周五23时50分起飞，次
日1时抵达三亚。

三亚⇌西哈努克港航线的包机公司有关负责
人透露，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港口城市，航线
的开通将有效满足该地区百姓外出购物需求，三
亚迷人的热带滨海度假风光十分具有吸引力，航
线开通后每年有望为琼带来5万余名境外游客。

文昌被授予
“中国罗非鱼之乡”称号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
记者从省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获悉，经近期开展
专家评审等工作后，6月13日，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决定授予文昌市“中国罗非鱼之乡”称号。

应文昌市政府关于授予文昌市“中国罗非鱼
之乡”称号的申请，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近日
邀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对文昌市罗非鱼
产业进行了评审。

专家评审组一致认为，文昌市罗非鱼产业规
模大，产品品质优良，品牌效应显著，经济效益突
出，政策支持力度大，可持续发展性强，符合中国
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有关“中国特色水产品之乡”
的评审条件和要求。

据了解，文昌市重视罗非鱼产业发展，罗非鱼
养殖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同级别市（县）中位居前
列；罗非鱼产品口感鲜美、品质优良、营养丰富，深
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远销欧美等地。

海口美兰区推出新时代文明
实践系列微视频

用接地气故事
倡导移风易俗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现在家里没钱，
老爸老妈想着贷款或者跟亲戚借钱把
我们的婚礼风光地办了，过后再慢慢
还钱……”“你啊，读过书思想还那么
陈旧。”6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红丰村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化
身”成一个小型的影视拍摄现场。自
5月下旬起，海口美兰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陆续推出移风易俗微视频，
用接地气的语言演绎移风易俗小故
事，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结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社会上不觉间刮起一阵不乏劳师动众、
挥霍钱财博大众眼球的婚礼“攀比
风”。当天微视频拍摄主题便聚焦于
此。面对结婚成家却没有经济基础，想
贷款或借钱把婚礼风光大办的一对新
人，志愿达人“龙哥哥”用座谈拉家常的
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地劝导新人理
性办婚礼，最终将新人打动。

据介绍，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微
视频以移风易俗为主题，涵盖烟花爆
竹禁放、婚事喜事简办、公期回乡新办
等10个不同内容，共拍摄10期。该
项目发动本土志愿者力量，以本地著
名志愿达人“龙哥哥”郑兴杰为主角，
邀请专业影视团队拍摄。

“参与视频拍摄的演员不少是本
地村民，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表演
训练，但本地村民们略显‘生疏’的演
技更能将这些发生在农村地区老百姓
身边的乡风文明小故事演绎得更加生
活化和接地气。”郑兴杰说。

“新时代文明实践微视频拍摄完成
后将全覆盖在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内滚动播放。目前已经拍
摄完成两期并试播放，获得了群众的好
评。”美兰区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

博鳌九曲生态公园一期
预计年内完工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林
精 周龙）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琼海博鳌九曲生
态公园项目施工方获悉，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进展
顺利，公园一期项目预计年内可建成投入使用。

在博鳌九曲生态公园项目建设现场，海南日
报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使用重型机械对七星
桥、吊索桥、兴农桥进行挖土打桩，焊接钢筋构建
桥体、道路扩宽、安装路灯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3座桥的全部打桩工作面预计在7月10日
前后结束，3座桥应该能在今年国庆节前交付使用。”
博鳌九曲生态公园施工方项目负责人郭成龙介绍。

博鳌九曲生态公园项目位于中原镇九曲江石
头村段，项目一期建设内容为游客服务中心、生态
码头、吊索桥、七星桥等，项目总投资4300万元。
项目场地水系为九曲江水系，该水系由于河流改
道形成了独特的四面环水的河洲景观。

琼海大路镇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月活动

探索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6月12日，在海南师范大学
图书馆，小朋友在进行雕版印刷
体验。当天，海南省古籍保护中
心和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联合
举办“古籍保护 你我同行——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学生参与。活
动内容包括线装书装帧体验、雕
版印刷体验、《四库全书》抄写和
珍贵古籍及古籍修复工具展示
等，旨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宣传古籍保护理念，展示
古籍修复技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