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符转）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
务段获悉，受台风“鹦鹉”影响，琼州海峡停航，进
出岛旅客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具体如下：

① 6 月 12 日北京西开 Z201 次运行至广
州终止，广州—三亚间Z201次停运，6月13日
三亚开Z202次改为6月14日广州始发。

② 6 月 12 日哈尔滨西开 Z111 次运行至
佛山终止，佛山—海口间Z111次停运，6月13
日海口开Z112次改为6月14日广州始发。

③ 6 月 12 日上海南开 K511 次运行至佛
山终止，佛山—海口间K511次停运，6月13日
海口开K512次改为6月14日广州始发。

④ 6 月 11 日长春开 Z385 次运行至湛江
西终止，湛江西—三亚间Z385次停运，6月14
日三亚开Z386次改为湛江西始发。

⑤ 6 月 12 日长春开 Z385 次运行至广州
终止，广州—三亚间Z385次停运，6月15日三
亚开Z386次改为广州始发。

⑥ 6 月 12 日郑州开 K457 次运行至徐闻
终止，徐闻—海口间K457次停运，6月15日海
口开K458次改为湛江西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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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

海医附属三亚中心医院
揭牌成立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6月12日上午，海南医学院附属三亚中
心医院在三亚正式揭牌成立。

据介绍，海南医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加快建设
热带医学特色鲜明的医科大学，致力于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培养更多高层次优秀医学人才。从
1988年起，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就一直是海南医学院的教学医院，30多年来一直
接收海南医学院的实习学生，与海南医学院一起
为海南医学人才的培养作出贡献。

此次海南医学院附属三亚中心医院揭牌成立，
意味着海南医学院、三亚中心医院将充分发挥学校
与医院在办学与学科建设等方面教学相长的促进作
用，共同为海南人民提供更好的健康和医疗服务。

中国赴孟加拉国抗疫
医疗专家组开展防疫培训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 （记者马珂 通讯员
陈建宏）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省卫健委获
悉，孟加拉国当地时间6月12日，援孟医疗专家
组全体队员与中国驻孟大使馆大使李极明和大使
馆工作人员、在孟华人华侨留学生代表，以及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孟记者33人进行防疫防
控视频会议，会议由驻孟大使馆公参严华龙主持。

对办公场所日常防护、员工外出防护、工地外
籍员工防护等问题，专家组感控专家鲜于舒铭通过
视频给大家进行培训，并在线示范培训如何做到规
范手卫生。对如何判断是否得了新冠肺炎、是否需
要预防用药、如何正确居家隔离、如何隔离传染源、
新冠肺炎与流感的区别、复工复查后员工隔离、疫
苗是否临床应用、如何心理疏导、群体免疫、外出购
物如何防范等问题，专家组副领队赵建农和专家张
汉洪、吴涛、刘笑然、刘海棠分别进行详细解答。

我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计划
招募工作将于本月16日启动

招募146名志愿者
从事基层志愿服务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王
琼）海南日报记者6月13日从团省委获悉，2020年
海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中西部计划招募工作将于本
月16日启动，招募146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到我省16
个市县基层从事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据了解，本次中西部计划招募对象分为三
类。“全国项目”招募对象为2020年普通高等院校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扶贫分项”
招募对象为2020年普通高等院校有医药卫生、公
共管理、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本科应届毕业生；

“地方项目”招募对象为2019年、2020年普通高
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其中省外
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须为海南省生源学生。

据介绍，本次招募的高校毕业生志愿者主要
开展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服务三农（含精准扶
贫）、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志
愿服务工作。服务期间工作、生活补贴标准参照
本地乡镇机关从高校毕业生中新录用公务员、事
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
后的工资收入水平确定，同时享受意外伤害保险
及五项社会保险等。

琼州海峡航线昨15时起
全线停航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6月13日从海口新海港获悉，因台风“鹦鹉”
影响船舶安全航行，琼州海峡航线于13日15时
起全线停航，请司机、旅客掌握好自己的出发时间
以免耽误行程，复航时间另行通知。旅客可关注

“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停复航信息和当前
台风动态。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曾
毓慧）抓好产业，才能筑牢脱贫之
基，群众增收奔小康才更有盼头；立
足实际，结合村情村况，谋划发展特
色产业，产业发展才能更有活力，才
更有可持续性。6月13日，中宣部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海南线路采
访团一行走进文昌市抱罗镇抱功
村、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探寻“传
统”的文昌鸡养殖产业，以及“新鲜”
的火山石斛种植产业助农增收背后
的成功“秘诀”。

引入龙头企业
做强传统产业

6月13日上午，在抱功村外的林
荫下，三五成群的文昌鸡或在觅食，
或悠然踱步，年过五旬的脱贫村民周
经标端出满满一筐谷料前来喂食，鸡
群立即扑腾着围上来。

“这里有4个大棚，每个棚至少
能养3500只鸡。”周经标说，村集体
出资修建鸡舍，养鸡企业提供鸡苗、
食料以及技术指导，他只需要专心喂
食管护把鸡养好，合作企业承诺以不
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保底收购，基本能

保证他每养活一只鸡即可获得3.5元
的利润。

“一年养活出栏两茬没问题，周
经标每年能净赚五六万元。”抱罗镇
党委委员林云介绍，自2019年起，该
镇引进龙头扶贫企业海南传味文昌
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抱功村等多
个村庄合作发展养鸡产业，同时鼓励
周经标等脱贫群众在养殖场务工实
现增收。

“本地品牌企业的口碑好，群
众信赖度高，这种合作模式能有效
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真正将
他们融入到扶贫产业链中去。”经
济日报记者彭江认为，文昌鸡作为
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市场行情十分
看好，作为扶贫龙头企业，海南传
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
金与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务
实帮扶贫困户个体的同时，还能有
效抵御市场风险，不断做强做大这
份扶贫产业。

发展特色产业
“吸金”成效喜人

位于海口秀英区石山镇的施茶

村是羊山地区典型的“石头村”，万年
前的火山大喷发，让这片土地覆盖上
一层又黑又坚硬的火山石，也让世代
生活在此的施茶村村民们犯了难
——千百年来，施茶村祖祖辈辈只能
从石头缝里“抠”出一层薄土种植木
薯、地瓜等农作物。

施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洪义乾介绍，前些年，村“两委”班子
动员村民转念观念，发展蘑菇、金银
花等特色种植产业，奈何几次尝试，
效益都不尽如人意。2015年起，当
地扶贫部门助力施茶村实行“企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引进石斛种植
产业，自此“火山石斛”这一“新鲜”产
业给当地村民致富奔小康注入了更
多的动力。

“最初石斛种植规模是200亩，
自 2018年起已经增至500亩。”施
茶村火山石斛产业技术指导吴清
伟介绍，现今，火山石斛园里设置
了360度全景摄像系统，可以配合
无人机、地面监控系统，实现无死
角监控、监测、预警，还可以快速测
试石斛植被叶绿素含量等信息，从
而快速推断石斛的生长状况并适
时调整水肥灌溉等。此外，位于石

斛园里的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通
过配套设备能快速测算出石斛的
养分含量等，将监测数据传输施肥
软件系统，从而有效指导农户科学
施肥、灌溉等。

央广中国之声采访部记者朱敏
认为，海口火山石斛园“吸金”成效喜
人，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帮扶

带动了当地百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务
工。尤其是在火山石斛“点石成金”
的助力下，依托毗邻火山口地质公园
优势，石山镇“美社有个家”民宿、农
夫集市、火山咖啡屋等特色业态也相
继崛起，自此，农房变客房，田园变公
园，“火山游”也已成为当地特色乡村
游的一张烫金名片。

结合村情村况，谋划发展特色产业，筑牢脱贫致富之基

“林下养鸡”前景阔“点石成金”产业兴

中央媒体看海南

新华社海口6月13日电（记者王
晖余 罗江）“村外旅游搞得风生水起，
村里过去却连个椰子都卖不出去。现
在不同了，一家小商店一年能卖出两
万个。”谈起村庄之变，三亚市博后村
村民、民宿老板谭中仙感慨万千。

走进山海环抱的博后村，一座座
现代感十足、设计精美的民宿让人眼
前一亮。从古典中式风格的“朋伯
乐”、文艺小清新风格的“木禾忆舍”，
到北欧简约风格的“莫言莫语”，博后
村俨然一座小型“民宿博物馆”。网

红民宿“莫言莫语”由村民民宅改造
而成，共有36个房间。尽管三亚已
进入旅游淡季，这家民宿客房依然天
天爆满，游客想来“打卡”需要提前
10天预订房间。

就在七八年前，博后村还是个封
闭落后的小黎村。过去，台风引起海
水倒灌使农田变成盐碱地，收成不好
让村民增收困难。“楼上住人、楼下养
猪”“村里姑娘远嫁外地”成为村民的
苦涩回忆。2012年，村民人均年收
入仅为5200元。

近年来，邻近亚龙湾旅游度假区
的博后村赶上旅游发展东风，村民纷
纷到周边景区、酒店打工。村民收入

有所增加，但村庄整体发展依然滞
后，如何使火爆的人气“变现”？一些
村民动起脑筋，希望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2016年，谭中仙放弃广东的高

薪工作返乡创业，建起村里最早的几
家民宿之一“海纳捷”。“在海南话里，
它的意思就是有空到家坐坐。”谭中
仙说，以前自己逢年过节回家，发现
前往各景区、酒店的密集车流经常堵
在村口。然而，人来人往却没能带旺
这座村庄。多方考察后，谭中仙决定
开办民宿，把游客迎进村、请回家。

率先“吃螃蟹”的“海纳捷”火了，
年利润突破80万元，还提供了17个

就业岗位，员工月工资在3600元以
上，心动的村民纷纷找谭中仙取经。
2017年，博后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更为民宿产业集聚成势添了一把火，
村民通过自建自营、引入社会资本合
作等形式开起民宿。这一年是村民
收入跨越式增长的一年，出租民宅改
造民宿，就业岗位迅速增多，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上年的9700元跃升至
16110元。

博后村党支部副书记符儒建介
绍，博后村民宿产业集群具有“小而
精、优而异、聚而旺”的特点。全村营
业的34间民宿、1000多间客房全年
入住率超过65%。受疫情影响，今年

“五一”小长假，三亚旅游酒店入住率
普遍降低，但博后村民宿客房平均入
住率仍高达85.4%。

与周边星级酒店进行差异化竞
争，博后村民宿注重时尚感、亲和力、
本土化。据三亚吉阳区民宿协会统
计，该村民宿消费人群中，18岁至40
岁的游客占60%以上。年轻群体倾
向于错峰出行，在旅行中热衷深度文
化体验。得益于此，博后村民宿“淡
季不淡、旺季火爆”。

与此同时，民宿带动的业态不断
丰富。“各民宿周边开起农家乐、酒
吧、烧烤店等小店，农民增收路子越
来越宽。”符儒建说。

南海之滨，这个小黎村如何“变身”网红民宿村?

邀请网友“云”游苗寨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明宣）6月13日上午，
琼海市在会山镇加脑苗寨举办“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邀请网
友跟随主持人和非遗体验者，通过镜
头深入苗寨，了解传统苗族手工艺品
制作过程，欣赏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歌
舞，感受苗寨生活风情，分享非遗传承
成果。

直播间里“秀”非遗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婧瑜）6月13日，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开启“多彩文化 点亮生
活”文博云课堂系列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把非遗文化搬上“云端”，
通过直播给未能亲临现场的观众们带
来一份“干货满满”的非遗文化大餐。

该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文博
云课堂系列活动，旨在将传统文化更
好地呈现在观众们面前，吸引更多的
人去关注并了解传统文化，增强人们
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

举办系列活动
展示非遗文化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娟娟）6月13日，省博物馆
举办现场非遗活态展示、“海南非遗知
多少”线上直播等系列活动，为现场观
众和广大网友展示我省非遗文化。

当日开幕的“地球谐音——世界文
化遗产摄影艺术展”展出了日本摄影师
富井义夫的多幅世界遗产摄影作品。
同时，省博物馆特邀请椰雕、贝雕、炭
画、剪纸四项传统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
人进行技艺展示。当天下午，“海南非
遗知多少”线上直播在省博物馆官方微
博、“一直播”App开启，为网友们奉上
一场有关海南非遗的文化课堂。

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首届海南非遗购物节开启
⬆ 6月13日下午，由省旅文厅主办的首届海南非遗购物节

线上直播活动在省博物馆开启，全力打造“非遗文化+电商+旅游”
新型消费链条。非遗购物节依托淘宝、广电云购等电商平台，结合
海南非遗文化资源，组织全省的非遗传承人、项目保护单位、非遗
扶贫就业工坊、老字号企业、非遗店铺和非遗相关企业共同参与，
以直播卖货的新形式，为海南非遗传承与发展注入新活力。

文/本报记者 赵优 图/本报记者 宋国强

展示传统技艺 传承风味美食
⬅ 6月13日，2020年儋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在那

大镇举办。活动现场，独具特色的传统苗族刺绣蜡染技艺、米烂制
作技艺、粽子手工制作技艺、中和香糕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接连进
行展示。此外，活动现场还有儋州山歌、儋州调声、儋州排子鼓表
演等。图为儋州调声表演。

文/本报记者 林书喜 图/特约记者 李珂

儋州

6月13日，“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活动走进海口秀英区石
山镇施茶村。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琼海

南海博物馆

省旅文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