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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瓜果富硒、品质优良，精
心策划举办的农旅活动也是澄迈
采摘游火起来的原因之一。

记者注意到，不久前举办的第
十届桥头地瓜推介会结合当地农业
文化，设置挖地瓜比赛、桥头地瓜

宴、地瓜套圈比赛等活动，
开设桥头集市，让游客参与

形式多样的趣味活动，
在游玩的同时购

买当地特色
农 副 产

品

。大丰荔枝乡村旅游嘉年华活动则
结合大丰荔枝采摘及乡村美景，融
入国潮国风元素，为游客带来国风
潮秀、乡趣潮玩、农旅潮乐、乡间潮
味等体验内容。

“不少游客来澄迈采摘水果，必
然要品一品当地的咖啡，休闲放松
一下。”林少华认为，澄迈在海口一
小时经济圈内，且有福山咖啡、桥头
地瓜等众多旅游吸引物，发展乡村
旅游大有文章可做。这也是澄迈推
动农旅融合的优势所在。相较于通
过传统渠道销售瓜果，发展采摘游
可以让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除了乡村采摘游，澄迈农旅融
合还呈现出新变化。在桥头镇

的地瓜摊上，不少农户推
出了地瓜酒、地瓜糕

点等特色产品，吸引游客购买。王
文克介绍，今年6月，地瓜醋、地瓜
面和地瓜粉等桥头地瓜衍生产品
将上市销售。

相较于采摘园，共享农庄是一
种更高级、更综合的农旅融合载
体。在大丰镇才存共享农庄，游客
除了可以体验采摘带来的乐趣，还
可以喝咖啡、住民宿、吃农家饭、玩
真人 CS、开卡丁车、垂钓、手工
DIY，游玩更尽兴。

“澄迈热带水果资源丰富，正
在加快建设一批共享农户。”林少
华认为，未来澄迈可以发展热带水
果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探索打
造农旅融合“田园综合体”，打造农
旅融合品牌，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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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懿

“大姐，我是司法所的冯朝盈，你
们家的钱拿回来没有？有什么问题随
时和我说。”5月26日，在澄迈县司法
局福山司法所，所长冯朝盈正通过电
话对当事人王琴（化名）进行回访，他
一边打电话，一边翻阅资料，记录下事
件的最新进展。从事人民调解工作
16年来，冯朝盈调解了800余起纠
纷，耐心细致与每一位当事人沟通，是
他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我们就像消防员一样，要经常
‘灭火’。”冯朝盈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所谓“灭火”，指的就是人民调解工
作。调解各种矛盾纠纷，把纠纷消灭
在萌芽状态，助推相关问题解决，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是他的首要目标任务。

“平心、静气、当朋友”是冯朝盈做

好人民调解工作的“7字秘诀”。为了
及时调解矛盾纠纷，冯朝盈每天都要
往外跑，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都是他的办公场所。

“只有勤跑腿，把握好时机，用对
方法，才能真正为群众化解矛盾、解
决纠纷。”冯朝盈说，发生纠纷事件
时，首先要做的不是询问当事人的基
本信息，而是要从他们情绪化的对话
中，梳理出纠纷的“症结”所在，然后
对症下药。

2017年8月15日，10多名情绪
激动的群众走进福山司法所，要求海
南某公司负责人就损害墓地一事进行
赔偿。据了解，某公司从花场村一位
姓谢的村民手上承包了约173亩土地
种植菠萝，2017年8月12日在开垦过
程中不慎损坏官族村约16座坟墓，损
坏程度双方说法不一，引发矛盾纠纷。

冯朝盈当即召集多方当事人到现
场勘查墓地损害程度，并采取背靠背
隔离调解的方法，及时稳定当事人情
绪，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调解工作。
2018年2月，由公司方就损害的10座
坟墓赔偿4.5万元，最终，双方当事人
握手言和。

“小到邻里、朋友间的矛盾，大到
土地、用水、费用结算等纠纷，当事双
方都各有诉求，只有合理权衡，给双方
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能达到

‘灭火’的效果。”冯朝盈坦言，每一次
调解纠纷，他都会提前做好心理建设，
暗示自己，这个纠纷会很棘手，要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去面对。

但由于纠纷调解工作在时间上具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纠纷可以当
场解决，有些纠纷需要较长时间才能
解决，为了确保纠纷调解有一个好结

果，冯朝盈会定期进行回访，了解当事
人的思想动态，督促当事人认真履行
协议。

“我家是种香蕉的，自我父亲去年
8月去世后，欠我父亲香蕉款的那个
人就不认账了，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冯所长帮我出主意，从中协调，现在香
蕉款已经拿到了一部分，剩余的还在
追回。”福山镇敦茶村村民邓某说，冯
朝盈经常给他打电话，确认香蕉款是
否收到，并耐心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
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很亲切。

多年奔走在司法调解一线让冯朝
盈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减少矛盾纠纷，
减少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改变部分群
众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

对此，冯朝盈将普法宣传作为一
项重要的本职工作，常抓不懈。从制
定普法宣传活动方案，到选定地点开

展普法宣传活动，每一个环节冯朝盈
都亲力亲为。每当临近重要的普法宣
传时间节点，同事们总能看到冯朝盈
忙碌的身影，他草拟活动方案，制作派
发传单，为群众答疑解惑……里里外
外忙个不停。

“现在知道自己吃了亏，该去找哪
个部门解决，也知道武力解决不了问
题，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收获很多。”
福山镇迈岭村村民黄英（化名）对记者
说，福山司法所每次开展普法宣传活
动，他都会准时参加，已多次向冯朝盈
请教法律问题，都得到了耐心细致的
解答。

“下一步，我们还要加大普法宣
传力度，从小事做起，将普法渗透到
各项工作中去，带动群众学法、守法，
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冯
朝盈说。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

澄迈司法局福山司法所所长冯朝盈16年调解纠纷800余起

当好矛盾纠纷“灭火员”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奶奶，快看！我又挖到了一个大地瓜。”日前，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天朗气清，一块绿油油
的地瓜地里，来自儋州的5岁女孩小悦捧着劳动成果，笑盈盈地向奶奶陈海英展示。陈海英赶
紧拿出手机，记录这美好的一刻。

5月以来，随着澄迈桥头地瓜、大丰妃子笑荔枝等陆续上市，像陈海英祖孙一样的游客纷至
沓来。他们走进农田和果园体验采摘带来的乐趣，欣赏秀美的田园风光。

近年来，澄迈注重发挥桥头地瓜、妃子笑荔枝、澄迈福橙等农业品牌优势，加快推动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为美丽乡村凝聚人气，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走进沙土村，蜿蜒的公路两旁
都是地瓜地。目前，正值桥头地瓜
收获季，除了瓜农们在田间地头忙
碌，还有不少组团前来体验挖地瓜
的游客。

“虽然我平时经常买桥头地
瓜，但还是头一回走进地里挖地
瓜。”陈海英说，桥头地瓜名声在
外，已经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常见
的美食。趁最近有空，她特意带孙
女来亲近自然，了解桥头地瓜文
化。在陈海英身后，还有不少正在
挖地瓜的游客，他们有的用木棍辅
助，有的徒手上阵，在松软的沙土

里挖出一个个紫红色的桥头地瓜，
十分尽兴。

“瞧，不到1小时，咱们4个人
就挖了上百斤地瓜。”来自江苏省
的游客童女士指着筐里丰硕的“战
果”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

沙土村地瓜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文克介绍，自桥头地瓜大量上市
以来，每周都有不少旅游团进村体
验采挖地瓜，让这个海边村庄人气
十足，田间地头充满欢声笑语。

近日，在澄迈桥头镇、福山镇、
大丰镇等地，荔枝采摘游也十分火
热。5月22日，澄迈大丰荔枝乡村

旅游嘉年华活动在澄迈县福丰约
亭古镇乡村旅游点举办，吸引了大
批游客、摄影爱好者等参加。

“我们是两家人一起过来玩，
摘荔枝、喝咖啡、品美食，老人、小孩
都玩得很开心。”海口市民李宇新
专门到大丰镇参加荔枝乡村旅游
嘉年华活动。记者在活动现场看
到，荔枝观光园里停满了自驾游车
辆，许多游客打着伞进园摘荔枝，
只为尝一口新鲜美味。活动主办
方还现场展示了荔枝蘸酱油、荔枝
蘸辣椒盐、老盐荔枝水、荔枝雪碧
等荔枝新吃法，让游客啧啧称奇。

澄迈两新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记者高懿）从党的历
史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5月25日，
澄迈县组织部分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和党支部书
记赴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铭记光
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党史学习教育红色体验教
学活动。

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全体党员
瞻仰王文明、冯白驹铜像，缅怀革命烈士，随后重
温了入党誓词。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参观了琼崖革
命斗争历史展馆，悬挂在墙上的一张张历史图片、
展厅中的一件件实物和一个个模拟历史实景的蜡
像，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琼崖革命斗争的相关情
况，感悟到了“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勇
于献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母瑞山精神。

据悉，此次活动特别安排重走红军路红色体
验教学活动，大家沿着当年红军在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行走过的小道，徒步前行，参观了母瑞山军械
厂和红军潭。

参加完此次红色体验教学活动，大家纷纷表
示，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和心灵洗礼，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母瑞山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为澄迈发
展作出贡献。

澄迈检察院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整治

一纸检察建议
换来一泓清流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王
英飞）日前，澄迈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积极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澄迈
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
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工作，守护好澄迈的绿水青山。

今年3月，澄迈县检察院发现，当地相关职能
部门不依法履行玉楼河河道管理职责，致使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经查明，某部门作为玉楼河属地管理部门，未
能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及时清理老城镇南二环路

“第三时间商业街”旁玉楼河河段的水浮莲，该河
段水浮莲密度大、覆盖广，严重影响玉楼河行洪安
全和玉楼河的水质及河流生态，对居民生活造成
影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针对这一问题，澄迈县检察院于3月21日向
相关行政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其积极履行监管职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立即组织
人员处理玉楼河存在大量水浮莲等问题。由于玉
楼河总长度12公里，要快速处理完整条河流的水
浮莲等水生植物，工作量巨大，因此相关部门委托
某公司进行打捞。截至4月30日，玉楼河水生植
物打捞清理工作已完成。

下一步，澄迈县检察院将继续发挥公益诉讼
职能，充分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程序，监督相关行政
部门依法履职，守护好澄迈良好的生态环境。

澄迈全力构建
高效优质人才服务环境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记者高懿）5月26日
下午，澄迈县委人才发展局联合澄迈县人社局、澄
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到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
限公司开展澄迈县优化人才服务环境系列之“人
才用工”专场活动。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针对海南中航特玻材料
有限公司近期遇到的劳动用工难题进行答疑解
惑，协助企业系统梳理了劳动用工常见的法律风
险点，为企业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
才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在劳动用工源头保障人才
合法权益。

据了解，今年以来，澄迈县委人才发展局联合
人社、就业、卫健、教育等部门，开展优化人才服务
环境系列活动，从人才就业、人才用工、人才认定、
人才政策宣传等方面入手，全面优化人才服务环
境，提升人才服务水平，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更实的举措推动人才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下一步，澄迈县委人才发展局将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为抓手，全力构建高效、便捷、优质的人才服务环
境，助力澄迈高质量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考减压活动
走进澄迈中学

本报金江5月27日电（记者高懿）为缓解中
考考生在备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紧张焦虑情绪，
帮助他们调优状态、提高学习效率，共青团澄迈县
委近日联合12355海南青少年服务台在澄迈中学
面向350余名初三学生开展澄迈县2021年“轻松
备考·12355与你同行”中考减压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许多考生认真聆听专家讲座，
对如何正确备考有了新认识。他们纷纷表示，在
剩下的备考时间里，会讲究学习方法，以更饱满的
热情、更积极的心态迎接中考。

下一步，共青团澄迈县委将结合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工作实效，密切关注青少年学生的身
心发展状况，积极搭建平台，整合社会资源，通
过线上线下等形式，举办更多面向青少年的公益
活动。

现象 地瓜荔枝采摘游火热

析因 绿色标准成就口碑

桥头地瓜、荔枝采摘游的火
热，离不开长期以来，澄迈有关部
门和种植企业对农产品品质的高
要求。

记者了解到，桥头地瓜、妃子
笑荔枝、澄迈福橙、福山咖啡、蜜柚、
无核荔枝、茶油和凤梨是澄迈大力
推广种植的“6+2”品牌农产品。近
年来，为提升这些农产品的品质，
推广质量标准、打造品牌，澄迈做
了大量细致而有针对性的工作。

比如，早在2011年，桥头镇便
组织成立产销协会，积极推行地瓜
产业标准化管理体系，围绕选地、
插苗至收获、检验等各环节制定标

准，组织人员对农户进行指导和监
督，并对桥头地瓜进行统一包装、
定价和销售，为地瓜产业加快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桥头镇的地瓜种植面积
达3.1万亩，预计产量3.8万吨，预
计产值3.72亿元。

荔枝种植方面，澄迈有关方对
品质的把控同样严格，绿色种植理
念已深入人心。大丰镇副镇长王能
介绍，该镇严格按照一亩33株的标
准种植荔枝树，确保每一株荔枝树
有足够的枝展空间，有充足的光
照。经过多年的摸索，大丰镇形成
了专业的种植技术团队，荔枝种植

水平不断提高，荔枝品质稳步提升。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

通过施有机肥、无公害农药等方
式，提升荔枝的口感和产量，今年
亩产量可达2500斤左右。”大丰镇
荔枝种植户劳庆蛟说。

“今年是荔枝‘大年’，澄迈妃
子笑荔枝种植面积5000亩，挂果
面积4000亩，比去年新增450亩；
无核荔枝挂果面积4000亩，比去
年新增50亩。”澄迈农业休闲协会
会长林少华介绍，最近澄迈各荔枝
采摘园游人如织，一些采摘园借助
网络直播平台等新载体加大宣传
营销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力。

趋势 深度游带来全新体验

近日，在澄迈大丰荔枝乡村旅游嘉年华活动现
场，游客在参加用筷子夹荔枝比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嘉年华活动主办方
提供）

近日，游客穿着古装在澄迈大丰荔枝采摘园采
摘荔枝、拍照。

⬇位于澄迈县大丰镇的才存共享农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