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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
我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15日0时-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15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71例，其中境外输入2
例。住院病例 2 例，死亡病例 6 例，出院病例
163例。

截至 6 月 15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939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818人，尚有121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15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6例，其中解除隔离34例，尚在
医学观察2例，1例浙江输入、1例刚果（金）输
入。3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28例为境内，8例为
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5例、荷兰1例、西班牙1
例、刚果（金）1例。

■ 本报记者 袁宇

“我一天能包700多个粽子，有
300多元收入！”6月16日清晨天未
亮，万宁市和乐镇红旗村村民韩亚香
已经来到万宁利嘉食品有限公司设
在村里的粽子加工厂上班。只见她
双手灵活铺平粽叶，撒上糯米，点上
蛋黄、猪肉，包裹捆扎，不到半分钟，
一个粽子就包好了。

在粽子加工车间里，30多名周
边村子的村民围坐在桌前，包起粽子
个个手脚麻利。不时有工人收拢包
好的粽子送到烹煮车间加工。再经
过晾晒、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和乐粽
就能走上消费者的餐桌。

端午临近，粽子市场走俏，不少
和乐粽子生产厂家接到大量订单。

“仅我们公司，6月以来已经生产、销
售了近20万个粽子，手头上还有近
10万个粽子的订单，订单量同比增
长近50%。”6月16日一大早，万宁
利嘉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温国辉冒
着小雨组织工人将和乐粽装车，运往
本地的酒店、餐馆，“订单量比往年增
长太多，聘用的工人也翻了一番，现
在储备的粽叶、糯米等原材料告急，
暂时还不能扩大生产。”

家住和乐镇乐群村的庄妹是粽
子加工厂的老员工，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在厂里务工按照计件方式结算
工资，一般一天能挣300多元，手脚

麻利的一天能挣400多元，“比打零
工强多了”。

粽子加工忙的场景也出现在万
宁市和乐镇的其他粽子生产厂家。
位于和乐镇的正堂和乐粽子厂目前
每天能生产4000多个粽子，该厂负
责人叶名亚介绍，目前已接到超过6
万个粽子的订单，每天的订单量都在
增加，“我们在周边村里招募工人，让
村民也能增加收入。”

据和乐镇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地目前有3家上规模的粽子生产
企业，还有28家粽子临街铺面，初步
打造出和乐粽子一条街，解决了不少
村民的就业问题。粽子生产企业在
吸纳贫困群众就业的同时，也按照带

贫经营的方式，与贫困群众合作发
展，吸纳贫困群众资金入股，由公司
负责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按产销一体
化实行全过程帮扶，每年向带动的贫
困群众分红、并分5年返还本金。

如万宁利嘉食品有限公司便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112人，每
年向他们发放分红近7万元。“今年
虽受到疫情影响，但端午节期间粽子
市场需求量不减反增，无论是零售还
是团购，需求量都在加大。”温国辉同
时也是万宁和乐粽子协会会长，他表
示，粽子产业发展前景向好，也将进
一步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温国辉说，粽子加工厂平均每年
为工人发放薪酬共计近50万元，平

均每名工人年收入3万元至4万元，
“按目前统计，这个月有不少工人将
收入过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
到，今年和乐粽子的线上销售量相比
往年大幅增长。在温国辉的粽子加
工厂，线上销售量占比超过40%，还
首次实现大批量销往云南、广西、广
东等岛外市场。

下一步，万宁还将强化产业引
导，推动当地粽子生产企业加快产品
研发步伐，更新生产设备，创新生产
技术，以“电商+”的模式，帮助和乐
粽扩大销售市场，让粽子产业成为带
民致富产业。

（本报万城6月16日电）

万宁粽子订单火爆，贫困群众务工收入看涨

奔小康路上 和乐粽飘香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村道绿意葱茏，院落干净整洁，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入陵水黎族自
治县提蒙乡远景村委会广郎村，见到
的是一片绿。“这里还不够‘绿’，我带
你去看更‘绿’的。”随着提蒙乡常务
副乡长苏兴华的步伐绕到广郎村后
面，只见绿色铺成一片，除了缠绕的
百香果，还有密布的花木幼苗。

“去年我们利用县里出台的土地
流转政策，从村民手中流转了80亩

地到村集体，然后投入200万元扶贫
资金，在去年9月正式建成了这个远
景苗木花卉培育基地。”苏兴华介绍，
该基地主要培育百香果、金椰子、波
罗蜜、三角梅等。

这个基地给村民和脱贫户带来
了哪些实惠？苏兴华给记者算了笔
账：截至目前基地已经有产值80多
万元。流转土地的村民每年每亩地
可获得1200元租金，村集体和300
多户脱贫户每年可获得收益分红，两
名脱贫户在基地务工每月固定收入

3000元，农忙时还会有脱贫户来打
零工，每天可收入150元。

今年49岁的林道强就是固定在
基地务工的脱贫户之一。林道强笑
起来憨厚老实，说话总有些紧张。“以
前只在村里种地，也没去外面务工，
收入很少。”林道强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两个月前他得到这个工作机会，
每月多了3000元收入。

在基地旁的一个简易房，是林道
强简单的临时“宿舍”，为了尽心做好
这份工作，他和另一位脱贫户晚上会

轮流在这值班。每天清晨，林道强就
会开始除草、摘果、施肥等各项日常
工作，“现在生活好多了，每天挺忙但
开心。”林道强的开心写在脸上。

走到百香果藤下，田地里种着不
少波罗蜜、椰子幼苗，它们的头顶上
是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百香果。通过
这种套种模式，也让一份土地产生了
双份收益。

“这个基地的‘绿’，不单单是说
植被绿，更在于它的生态绿色环
保。”苏兴华解释到，远景村购买了

一辆吸污车，将村民家里化粪池的
污水搜集到一起，然后经过处理用
作基地的肥料。

走入苗圃，只见这些施用农家肥
的幼苗长得郁郁葱葱。“既解决了村
民化粪池污水排放的问题，美化了乡
村人居环境，也为基地节省了一大笔
购买肥料的支出，形成了良性循环。”
苏兴华说，下一步远景村还将继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多种产业巩固
脱贫成果，让群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本报椰林6月16日电）

流转村民闲置土地发展苗木培育生态产业

远景村有新愿景 种风景得好光景

“海南文学双年奖”公布
海南日报记者蔡葩作品获“散文奖”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2018-
2019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6月16日正式公布
获奖名单，海南日报记者蔡葩的散文集《南洋船
歌》荣获“散文奖”。

“海南文学双年奖”是海南省文学界的最高奖
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备受文学界人士关注。
2018-2019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终评委员会
对经过公示的初评入围作品和新人奖提名名单进
行了认真评审，于6月13日经过有记名投票表
决，最终产生了6个体裁门类的获奖作品共计6
部（篇），以及2个新人奖。

蔡葩长年致力于南洋文化与海南文化的挖掘
和写作，现为海南日报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南洋船歌》由海南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是
蔡葩继口述历史作品集《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和
《风从南洋来》后推出的第3部南洋题材作品。作
为南洋叙事三部曲之一，《南洋船歌》在更加广阔
的历史画面上向读者展示了“下南洋”的悲欢离
合：不仅有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艰辛，有刻骨铭心
的离愁别绪，也有创业成功者的足迹，以及他们因
为远离祖籍地而显得更为浓郁的家国情怀。作品
在娓娓叙事的曲折中，努力探寻人物深沉而起伏
的内心世界，带着读者去欣赏人性之美、我们民族
的文化心理之美。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鹭湖旅游区，多种鹭鸟栖息在湖上。
当前正值鸟类繁衍的季节，白鹭湖中迎来牛背鹭、夜鹭等鸟类的新生命。随着群众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的不断提高，湖中栖息的鸟类品种和数量逐年增多，成

群鸟儿在这里振翅欲飞，展现出美丽和谐的生态画卷。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平湖飞白鹭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林小丹 谭旭阳

沿着两侧绿意葱葱的稻田走进
屯昌县西昌镇夏水村，映入眼帘的是
村巷干净整洁，榕树下村民围坐在一
起有说有笑。村里原来破旧的老房
早已平整成了菜园或休闲场所。有
的用围栏围起来种植果树、蔬菜，发
展庭院经济，增添一番清新雅致。

过去的夏水村，在夏水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吴俊标眼里，是一片破
旧不堪。

夏水村位于屯昌县西昌镇中部，
是西群居委会所辖的一个村民小组，
同时也是省供销联社的扶贫包点联
系村。自响应乡村振兴整治人居环
境以来，村容村貌大有改善，还荣获

“美丽乡村”称号，如今的夏水村一副
宜居新农村的新风貌。这不仅是村
容村貌的改变，也是村民转变思想观
念的体现。

低保户吴清荣和村民陈焕新作
为受益群众，这几年村里的变化，他
们享受其中。

“这块地原来是废弃房子，现在

居委会替我们围起来，不仅离家近，
我们想整理干净，种点蔬菜吃，从家
里引自来水浇菜也方便，除了自己
吃，还能拿到集市上卖钱补贴家用。”
吴清荣说。

而在村口的田洋里，村民正在各自
的园地里忙活。陈焕新家的地原来是
块荒地。如今村里不仅将这里平整一
新，还帮他种上了芒果。“政府替我们把
废弃的房子整理干净，空地拿来种果
树、种菜，生活也好了。”陈焕新说。

吴俊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7年，夏水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初期，村民们不理解，很多人认为建
设美丽乡村会占用集体用地，不少
人有抵触心理，在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和村“两委”干部的耐心解释与
说明后，大家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

“我们刚开始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时，村民对巷道建设、拆除危房还有
抵触心理，通过驻村工作队还有村

‘两委’干部做思想工作，如今路巷建
设得漂漂亮亮，环境也改变了。”吴俊
标说。

据了解，夏水村在开展村环境整
治过程中，因地制宜利用拆除旧屋的

废弃石料修建挡土墙，沿路铺设排水
沟解决了雨天污水横流的问题。正
是村容村貌的一步步改变，转变村民
的思想观念，让美丽乡村建设赢得了
全体群众的配合和支持。

此外，在环村道路硬化时，村民
都主动配合，各户自发出工出力帮忙
建设，在日常维护时，村民们也会自
觉清扫门前屋后卫生。村民们感受
着村容村貌的变化，也主动配合保洁
员进行整村大清扫，齐心协力共同维
护自己的美丽家园。

（本报屯城6月16日电）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共建美丽乡村

转变思想“里子”改变村容“面子” 林业专家团队抵琼
为患病古树名木问诊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记者孙慧）海南日
报记者 6 月 15 日从省绿化委员会获悉，我省
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列入全国第二批古树名木
抢救复壮试点，近日已有专家团队来琼进行古
树名木摸底调查，选定一批亟待抢救复壮的古
树名木。

去年11月，全国绿化委员会选中海南、辽宁、
四川、云南等11个省份作为全国第二批古树名木
抢救复壮试点省份，将在每个省选择10株长势衰
弱或濒危的一级古树或名木作为试点样树组织开
展抢救复壮工作，工作将持续开展到今年11月。
近日，受全国绿化委员会委托，广州市林业和园林
科学研究院的抢救古树名木专家团队已抵达海
南，在五指山、琼中等市县开展调查古树名木生存
状况，选定一批抢救“对象”。

据专家团队负责人孙龙华博士介绍，团队
将依据这批古树名木的各自生长情况制定抢救
实施方案，开展树洞修复、防腐处理、病虫害防
治、风险或枝修剪、树体支撑加固、复壮处理、
围栏保护等抢救、复壮工作，让古树迸发新的生
机和活力。

屯昌
夏水村

陵水
远景村

昌江新建粮仓投入使用
探索发展“互联网+粮食交易”

本报石碌6月16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李锋）昌江黎族自治县紧紧围绕
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体系这一目标，不断加强粮食
流通能力建设，创造安全的储粮环境。去年10
月，该县新建粮仓项目已竣工验收，并于日前投入
使用，目前昌江粮食储备量已达目标要求。

据了解，位于昌江十月田镇的新建粮仓投
入使用以来，完成了政策性储备粮入库任务，充
分发挥其存储功能，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拓宽了农户销售渠道，
探索发展“互联网+粮食交易”，多元化开展市
场粮食收购。

据昌江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副主任王秋玲
介绍，新建粮仓投入使用后，解决了原先在异地
存粮导致运输不便捷和监管不方便的问题，目
前新建粮仓储存的粮食主要通过网上竞拍的方
式间接从本地农民手上采购，全县粮食库存储
备充足。

为了让居民吃得放心、安心，保障粮食安
全，昌江新建粮仓引进了粮情测控、机械通风、
环流熏蒸等先进技术，在粮食的底层、中层和粮
面还分别铺设测温电缆，实时监测粮食存储环
境温度情况。

十月田粮油收储所所长陈明荣表示，环流熏
蒸是起杀虫作用，如果发现粮食有虫就使用环流
熏蒸杀虫，保障粮食储存安全。此外，昌江县粮
食和物资储备中心还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
储备粮出入库及质量安全检查、粮食库存数量和
质量大清查、粮食流通业务指导、粮油安全及安
全生产清查，并对企业开展储备粮收购专项指
导，督促企业做好粮食储备期间食品安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