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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 宋印官 杨永光

近日，在海口110千伏长西Ⅰ
线30号杆塔上，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员工又搭建了几个人工鸟窝，
变传统的驱鸟防鸟为引鸟护鸟。

据统计，为了让鸟儿和输电网
和谐共生，助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该公司已累计在架空
输电线路上为鸟筑巢近3000个，
今年还将计划安装1000个左右。

鸟类安家输电铁塔
人鸟上演“游击战”

海南岛属海洋性热带季风气
候，适合鸟类生活，也是鸟类的天
堂。海南海岸线绵长，尤其在我省东
部地区，因常年受台风影响，海岸基
本没有较高树木，因此输电铁塔就成
为了鸟类停留栖息和筑巢的首选，但
进而也引发了供电线路跳闸等问题。

“海南是大白鹭、苍鹭等大型
禽类从东亚迁徙到澳大利亚的中
转站，它们每年都会在海南停留一
个冬季。”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
长卢刚说，这些大型禽类喜欢栖息
在制高点，电力线路铁塔是沿海区
域的高地，而它们站在电线杆上还
容易受到伤害甚至导致死亡。

据介绍，每年3月至7月是鸟类
繁殖期，大量鸟儿开始筑巢产卵。
输电线路多经过湿地、鱼塘、田地等
食物及水源丰富的鸟群聚集区域，
电力线路铁塔也就成了它们“安家”
的优选之地。

尤其是黑领椋鸟等小型鸟类
喜欢将巢筑在输电线路顶部，它们
在筑巢过程中极易触碰导线造成
线路故障跳闸，给线路维护工作带
来极大挑战。

据统计，海口、文昌是我省“鸟

害”多发之地。海口供电局35千伏
及以上输电线路多分布在山林茂密、
鸟类活动频繁的地区。近3年来，
巡查人员共计发现线路上鸟窝875
处，每年因“鸟害”导致的输电线路
缺陷数量占总缺陷的15%左右。

“过去，我们在鸟类活动频繁
区域的输电铁塔横担上安装风车
驱鸟器、超声波驱鸟器及刺丛驱鸟
器等驱鸟装置，或者直接拆除鸟
窝，不仅效果甚微，鸟类还不时被
防鸟刺刺伤刺死。”海口供电局输
电管理所线路班班员高弋淞说，有
时刚拆掉鸟类的“违章建筑”，新的
鸟巢两三天后又立马建起，有时一
条线路一个月内能多出几十个鸟
窝，人和鸟不得不打起“游击战”。

与其堵不如疏
让鸟儿“拎包入住”

鸟儿成千上万，光堵不疏，不
是办法。那要如何避免电网和鸟互
相伤害，实现生态保护和电网发展
双赢？

“既然不能驱除鸟类筑巢，那
就在安全的地方给鸟儿安个新家
吧。”海口供电局员工通过观察研
究，在掌握各种鸟群分布、栖息活
动规律基础上，有选择性地在鸟类
活动频繁的线路区段研制开发了
高压架空输电线路人工鸟巢，引导
鸟群“拎包入住”。

据介绍，人工鸟巢是用耐腐
蚀、抗老化的不锈钢网制成，将原
有的鸟窝挪入，或放入较结实的稻
草后，再将其放置在铁塔远离吊点
的安全位置，引导鸟类在人工鸟巢
上筑巢繁殖，实现防堵与疏导相结
合的防治“鸟害”目标。

“2017年，我们选择4条线路
进行试点应用，经过4个月试验和
观察，4条线路均未出现因鸟类筑

巢引起线路跳闸的事件，且鸟类在
人工鸟巢的‘入住率’达到70%以
上。”高弋淞说。

经过3年的使用对比，人工鸟
巢对于“鸟害”跳闸的防范效果最
好。安装人工鸟巢后，海口供电局
因“鸟害”引起的线路跳闸率从
2017年的12.2%下降到2019年的
6.9%，电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进一
步增强，且输电铁塔附近的受伤鸟
类数量也显著降低。

从被动驱鸟到主动护鸟，电网
和鸟儿也从“敌人”变成了朋友。

从驱鸟到护鸟
电网与鸟和谐共生

近3年来，海南电网在海口、文

昌等地大规模推广人工鸟巢。截
至目前，海口供电局累计在23条
输电线路上安装了1580个人工鸟
巢；文昌供电局在11条110千伏线
路重要区段安装人工鸟窝702个，
涉及铁塔 421 基，占总铁塔数的
78.4%。

为巩固成果，海南电网今年将
增加人工鸟巢的安装数量。此外，
今年新安装的驱鸟设备一半以上
还会采用“防鸟笼”装置，即将其安
装在绝缘子吊点上方，挤占鸟类在
吊点上方的筑巢空间，防止鸟类停
留，既能保护鸟类免受伤害，也能
防止鸟粪等异物引起电网短路。

“这相当于告诉鸟儿‘此路不通’，
请到一旁的人工鸟巢‘入住’。”该
公司生产技术部输电科高级经理

邢铀说。
“从驱鸟到引鸟护鸟，海南电

网的转变有效保护了海南岛鸟类
的生产活动和种群良性发展，对维
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环境作出了
贡献。”卢刚说。

目前，海南电网正与鸟类专
家共同研究鸟类迁徙路径、鸟类
分布等工作，同时绘制电网涉鸟
故障风险分布图，保护鸟类同时
降低“鸟害”，为呵护绿水青山，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贡献
力量。

“下一步我们还会将生态防鸟
工作贯穿电网建设中，护鸟、留鸟，
守护海南绿水青山。”海南电网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

近年来海南电网累计为鸟类安装近3000个人工鸟巢，变驱鸟为护鸟

疏导电网“钉子户”鸟儿住进“安置房”
时时时评评评

乐
见
生
态
优
先
的
行
动
自
觉

■ 魏燕

以往，电网与鸟儿互相“伤害”是一个难题，
鸟儿因在线路上筑巢易触电受伤甚至死亡，电
网也受鸟儿影响易发生跳闸故障。如何解决这
一难题，海南电网经过摸索，在高压架空输电线
路上增设人工鸟巢，既解决了鸟儿的“住房”问
题，也避免了线路故障的发生。两全其美的好
办法获得广泛点赞。

以前是被动驱鸟，功夫花了不少，效果还不明
显；如今主动护鸟，只是多架设了人工鸟巢，便解决
了两难问题。由“驱”到“护”，行为方式的变化，折
射的是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相比于传
统“驱鸟”“防鸟”举动，人工鸟巢的方法之所以更有
效，就在于它尊重并顺应了鸟类的生活习惯，体现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这正是尊重自
然、敬畏自然、精心呵护生态环境的生动案例。从
被动驱鸟到主动护鸟，电网和鸟类从“敌人”变成了
朋友。这也提醒我们，各类发展举措、项目建设等，
只有始终坚持生态为先，多一些生态视角，多站在
生态环境的角度想问题，才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在海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三亚
鹿回头风景区曾经人工模拟金丝燕山洞，成功
吸引多只野生金丝燕到访并在洞里安家；陵水
修建吊罗山旅游公路时给大树让道，让出了路
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美丽风景；7只白鹈鹕飞到海
口龙泉镇美仁村过冬，村民成立8个护鸟队24小
时巡逻护鸟……一个个生动而鲜活的例子，勾
勒出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卷，也
折射出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全省
人民的共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深入地
融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让人欣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其中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这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
我们要多一些为鸟筑巢、给生态以空间的行动自觉，要像爱护
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事实上，给生态以空间，就是为发展拓空间。爱
鸟，爱大自然，就是爱护我们自己。深刻认识生态环境的重要
性，从小处着眼，从细处着手，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项目建设
每个环节里，融入日常生活的每个举动中，我们定能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色更足、品质更优。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吴孝俊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建起了
一座现代化蛋鸡场，目前存栏30
万羽蛋鸡，日产鸡蛋可达22万枚
左右。蛋鸡场里不仅有温控鸡
舍，喂料、捡蛋、清粪……整个生
产流程都是全自动化。铺仔村的
20多位村民就在这里上班，其中
一半是贫困户。“在这里上班，每
月收入从3000至 5000元不等，
稳定！”日前，在蛋鸡场工作的贫
困户王义心夫妇高兴地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他们夫妻俩月入超过
万元。

该蛋鸡场是临高的产业扶
贫基地，由和舍镇在扶贫开发中
引进海南鸣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所属的海南凤鸣水乡休闲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建
设，项目投资接近7000万元，其
中5000万元用于兴建现代化鸡
舍，于去年12月正式投产。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蛋鸡
场看到，清凉舒适的环境里，母鸡
正在啄食，一个个圆滚滚的鸡蛋
从流水线上落下、集中，两位捡蛋

工人戴着口罩把鸡蛋捡进包装
纸，环境干净没有异味。“相较传
统鸡舍，现代化鸡舍一次性投入
大，我们目前建好的5间鸡舍，每
间约 1700 平方米，建设成本约
5000万元。”蛋鸡场负责人林敏
说，现代化鸡舍使用年限长，且环
境舒适，母鸡不易生病，产蛋率
高，绿色健康。

作为扶贫项目，蛋场鸡管理
方很看重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为
此专门列出和舍镇11个村（居）委
会的贫困户名单，在用工上尽量
予以关照。“目前有今30位铺仔村

村民在此工作，一半是贫困户。”
林敏说。

铺仔村村民在蛋鸡场从事捡
蛋、喂药、送蛋和打扫卫生等工
作，每天工作7个小时左右。王义
心夫妇，一个在鸡舍捡蛋，一个负
责开车送蛋，两人月收入加起来
超过1万元。蛋鸡场的生意从不
断外扩，向儋州、东方、陵水、五指
山、保亭等地不断延伸，王义心也
跟着全岛各地送货。“可以养家糊
口供孩子上学了。”王义心说，他
们夫妻俩原先在海口打工，生活
花销大，如今回到村里就业还可

以兼顾家庭。
据了解，疫情期间，蛋鸡场做

好防疫工作，没有停产。“运输受
影响，我们尽量从当地找鸡饲料，
销售受影响，我们就努力外送鸡
蛋。养殖成本有所提高，但没停
产。”林敏说。

“大家都想来这里就业。”林
敏说，目前已有十几人表达了求
职意向。“蛋鸡场的目标是把规模
扩大到60万羽，目前只完成了一
期建设，还将续建二期工程，届时
能满足更多就业需求。

（本报临城4月14日电）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昂颖

清明连谷雨，采茶好时节。日
前，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
地——五里路有机茶园。一眼望
去满目葱翠碧绿，空气中飘着淡淡
清香。游客的欢笑声不时传出，采
茶女背着竹篓，哼着小调采茶忙。

“满眼嫩绿，我却不知应该怎么
采茶，一不小心茶叶就会被扯坏。”
广东游客柳先生站在茶树间，正发
愁如何落手采茶。茶园“采茶能手”
符彩妹见状走上前来悉心指导。

“采茶时要挑选长在茶树顶

部的浅绿嫩芽，拇指、食指第二个
关节稍稍用力，巧劲往上一提就
行。”柳先生再三讨教，领悟细节
后下手顺溜多了，采的“两叶一
芽”株株完美。其他前来体验的
游客也陆续得到采茶女“真传”，
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一撮原叶，一注沸水，茶香弥
漫。“我喜欢这里的鸟鸣虫吟和悠
扬茶歌，呼吸着山野间的清新空
气，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之中。”茶
园凉亭内，游客陈女士正在品茗。

体验采茶、茶园品茗，是五里
路有机茶园新近推出的项目，颇受
游客追捧。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茶园创始人符小芳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因疫情影响，茶园二三月份
茶叶零售量锐减，零售店面损失较
大。作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百余名脱贫妇女在此务工，如何寻
觅发展新空间，让脱贫妇女在家门
口就能有活干、有钱挣，确保不返
贫，是现在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茶园正在努力转变单一
的营销模式，立足白沙生态优势，挖
掘黎族茶文化，运用电商力量和微
信公众号推广，打造“宜游、宜养”的
采茶、品茗体验精品游，进一步带
动脱贫妇女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茶园内，一群游客正围着茶

园员工、脱贫妇女王玉兰，向她了
解手工茶皂功效。“这是用无污
染、纯天然的有机茶叶研制出的
茶皂试用品，有养护皮肤的作
用。”五里路有机茶园负责人王见
君表示，近期自驾游客逐渐增多，
他了解到许多游客对有机茶衍生
品很感兴趣。因此在增设个性采
茶、传统手法制茶体验游项目的
同时，茶园还计划联合科研院所
研制茶洗面奶、茶面膜等有机护
肤产品，不断延伸有机茶产业链。

茶旅“结亲”不仅吸引了游客，
也引来了大型商超的关注。“这里
生态环境优良，茶叶中茶多酚等元

素含量丰富，还获得了欧盟有机
认证，非常契合人们对健康和养
生的需求。”带队前来调研的苏宁
家乐福海南区采购经理孟先生表
示，他们正寻求有机茶企业合作
伙伴，此次实地勘查收获颇丰。
接下来，双方将就合作项目的实
施进一步洽谈，为茶园打开销路。

“探索‘以旅促茶’新路子，为有
机茶产业注入了新动能，是唱好‘茶
经’的必由之路。这期间，我们会接
触到新事物，也需要学习新知识，
坚持走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有收
获。”谈到未来，符小芳信心满满。

（本报牙叉4月14日电）

有机茶园创新思路促茶旅“结亲”

现代化蛋鸡场成村民增收“法宝”

4月13日，琼海市“龙寿洋乡村振兴号”观光小火车正式“起航”。加之当日举办的“龙寿洋5A级乡村振兴旅游示范区”、孔子国学
文化教育基地等签约，标志着龙寿洋农旅文结合步入发展新轨道。据悉，“龙寿洋乡村振兴号”观光小火车分四期建设，总规划线路
全长28公里。当日开通的小火车行程6.8公里，可载客159人。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图/本报记者 王凯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海口备战东京奥运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王黎刚）中国女子七人制橄榄球

队13日开始在海口观澜湖集训，备战2021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2019年底取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此

后球队在新西兰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训练。在新西兰举办的世
界系列赛中，中国队获得第九名。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于3月抵达海口，经过14天隔离期后，
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球队将在海口观澜湖进行一段时间的训
练。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橄榄球协会主
席陈应表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及时做出
调整，将训练场地安排在海口，海口拥有良好的训练环境和设备
齐全的训练场地。他特别感谢海南各级部门和企业的积极协
调，为球队提供训练场地以及管理、后勤等保障。

球队中方教练组长陆专表示，海口集训期间，中国队要做好
疫情期间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防控措施。此外由于东京奥运会
延期举办，球队正在制定新的训练计划和工作计划。

海口云露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揭牌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记者4月14

日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云露社区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已于4月13日揭牌开业。

据悉，海口市琼山区内年龄在60岁以上的长者有7万多
人。云露社区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主要为辖区内60岁以上老人
提供日间照料、护理陪伴、代购送餐、家政等服务。老年人在这
里能够享受到测血脂、量血压、按摩、身体检查等医疗服务，也能
自主参与练字、下棋、唱歌等多项娱乐活动，共享和谐大家庭的
温暖，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陵水为梧桐人才分配租赁公寓
本报椰林4月14日电（记者梁君穷 实习生符巧飞）4月

1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梧桐人才公寓分配入住仪式，现场
进行了抽号、分配钥匙及签订合同等环节，25名梧桐人才拿到
了公寓钥匙。根据此前发布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梧桐人才公寓
租赁管理办法（暂行）》，公寓将按5元每平方米每月的价格租赁
给符合标准的梧桐人才。

“感谢陵水县委、县政府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居住、发展和
成长环境，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会在建设美丽陵水的道
路上齐头并进、挥洒汗水。”梧桐人才代表韩卫东说。

近年来，陵水积极兑现承诺，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落实保障
措施，优化创新创业、宜居宜业引才环境。其中投资6361.4万
元建成4栋共302套人才公寓，目前人才公寓D栋88套已全部
装修完毕并达到入住标准。

同时，陵水通过提供公租房、优惠购房等方式，为引进人才
提供优惠购买独立产权房60套，提供单位套间房279套，公租
房12套，解决了291名引进人才的住房问题。

省农信社超额完成一季度“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李明镜）虽受疫情影响，运营

压力较大，但省农信社依然超额完成一季度“开门红”任务。截
至一季度末，该社各项存款余额2201.34亿元，完成存款任务的
177%。这是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农信社获悉的。

今年一季度，省农信社多措并举狠抓存款贷款和不良清收，
全面实现三项工作开门红。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各项存款
余额2201.34亿元，比年初增长141.7亿元，完成存款任务的
177%；各项贷款余额1336.87亿元，比年初增长66.71亿元，完
成贷款任务的124%；全省不良贷款清收处置额11.22亿元，完
成任务的127.5%。

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利光秘说，全省农信系统要打好
“三大战役”，实现农信社高质量发展。并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
做到服务程序优化，金融产品量多元，切实帮助客户共渡难关。
同时针对企业的发展体量、产业方向以及财务状况等，尽量做到
一企一策、一户一策。

“乡村振兴”出发！

临高

白沙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员工爬上海口110千伏长西Ⅰ线30号杆塔
给鸟儿安装人工鸟巢。

⬅人工鸟巢内已有鸟类繁育。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