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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我省企业参展
第二十四届农洽会
形成意向订单上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孙绮睿）日前，
第二十四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
河南省驻马店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南名优特
农产品受到了国内外客商的欢迎，在三天的展示
时间内，现场销售额达到30万元以上，形成意向
订单上千万元。

展会期间，在F展厅“全国农产品加工产品展”
海南特装展区，我省展示了16家企业200余种名特
优加工农产品，在C展厅“脱贫地区特色农产品展”，
免费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各提供标准展位，展示两县脱贫优势特色农产品。

经过组委会专家遴选，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白沙”牌小罐银针（绿茶）获评为“金质
产品”。此外，展会期间我省还举办海南湾岭农产
品加工物流园招商推介会，集中宣传琼中区位与
资源优势、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园区管委会与
田野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正花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河南平舆蓝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六家企
业分别签订了意向投资合作协议。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通讯员 冯定坤

10 月 1日下午，昌江黎族自治
县叉河镇叉河村范地村小组的撂
荒地旁，一名工人正在用挖掘机进
行蓄水池土方基础施工，不远处，
另一名工人用挖掘机开挖管道基
础。“前些天下雨，工程进度推进缓
慢。现在正组织工人加紧施工，已
完成工程量的10%，预计11月全面
竣工投用。”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
梁景堂说。

结合“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活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在昌江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以
及有关部门、叉河镇政府推动下，
今年 9月初，叉河镇范地村灌溉取
水工程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工
程建成投用后，将“盘活”叉河村叉
河村小组、范地村小组约 500 亩撂
荒地，彻底解决该村村民多年来的
生产用水难题。

村庄无水利设施
农田撂荒严重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叉河镇叉
河村叉河村小组一个荒地现场，只见一
大片田地里没有庄稼，长满了野草。

好端端的田地，为啥荒废了？叉河
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吉文杰解释道：“叉
河和范地这两个村小组没有水利设施，
非常缺灌溉用水。村民只能靠雨水或
者去昌化江抽水来灌溉，非常受限制、
不方便，这让不少村民‘放弃’耕种，选
择外出务工，大约500亩农田撂荒了。”

据介绍，叉河村叉河村小组和
范地村小组早年间有过一个拦水
坝，用来拦截雨水，为农田灌溉。
2005年，位于叉河镇的昌江循环经
济工业园区要建设发展，拦水坝也
在征地范围内。

此后，这两个村村民只能靠天吃
饭，或者往几百米开外的昌化江抽水

灌溉。由于抽水成本高，许多村民都
不愿意选择这种方式，慢慢地就不再
种植与管理田地。

2008年12月，大广坝灌区昌江干
渠开工建设。大广坝灌区昌江干渠距
离范地村、叉河村两个村小组仅400多
米。于是叉河村委会多次向镇和县里
反映，希望能在干渠引水来灌溉农田。

“考虑到工程安全，不适合在这个
干渠上引水。”叉河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邓映对记者说。

新建灌溉取水工程
村民喜笑颜开

去年，叉河村和范地村两个村小
组因缺生产用水导致大片田地撂荒的
情况，引起了县人大及县领导的高度
关注。

结合今年“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
展”活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5月底，县长林谟谐到叉河村、范
地村进行实地调研后，提出要采取措
施解决这一难题。

6月底，昌江县水务服务中心积

极委托编制完成了叉河镇范地村灌溉
取水工程设计方案工作，并于7月中
旬申请扶贫资金予以实施。8月11
日，该县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审
批工作，8月 27日完成项目招标工
作。由昌江农林水利开发有限公司作
为项目建设单位。

“该项目设计灌溉面积为480亩，
以大广坝灌区昌江干渠为水源，通过
虹吸方式取水。新建一条输水管道重
力流至新建的蓄水池，通过蓄水池重

力流配水至农田。”县农林水利开发有
限公司业务主管陶康说，自9月开工
以来，组织施工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早日完工。

“等水一通，我就开始备耕，计划
种植辣椒等冬季蔬菜。平常就在家种
田，农闲时就外出务工，一年就能有两
份收入了。”叉河村小组村民李清文高
兴地说，他已有10多年没种地了，这
次能再种上地，别提心里多高兴了。

（本报石碌10月3日电）

500亩农田因缺灌溉用水成撂荒地十余年，昌江新建灌溉取水工程解民忧

铺管引活水 唤醒撂荒地

本报记者体验霸王岭护林员的一天

茫茫林海，他们用钩刀劈出“上班路”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刘婧姝

10月3日上午8点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11公里，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
王岭分局坡鹿管护站万丁护林点。依山而建的万丁护林点被雨林环抱，早起的鸟儿欢快地叫个不停，此起彼伏的叽
喳声仿佛一曲森林交响曲。

一只褐色的小螃蟹在护林点前的空地上肆无忌惮地爬行，当我们走近它时，它举着两只钳子示威，然后快速爬到
小车底下藏了起来。“这是从山洞里跑出来的山螃蟹。”护林员邢亚福说，经常有不速之客造访，他们已习以为常了。

巡山要开船
最怕台风天

在万丁护林点稍做停留，邢亚福
便带着我们来到万丁渡口。这里是
大广坝库区的中下游，蓝天白云之
下，两岸满山翠绿，清澈的湖水倒映
着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树，置身其中，
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

坡鹿管护站站长张理全带着3
名护林员开着一艘铁船来接我们。
要到坡鹿管护站，需要坐渡船过去，
而这里也是东方市东河镇苗村出行
的唯一渡口。“对岸的小楼就是我们
坡鹿管护站了。”张理全说。

坡鹿管护站是由霸王岭分局猕
猴岭管理区管辖的最大的管护站，
下设坡鹿、万丁、老场部、凤岭和南
尧5个护林点，有28名护林员，负责
管护的陆地面积达90844亩，水域
面积25501亩。由于该管护站管护
的范围主要是大广坝库区两岸的森
林，因此，巡山时需要借助船只从不
同的路线上山巡查。“看管的面积
大，任务重，不过我们管护的地方有
山有水，风景优美。”张理全笑着说。

可是，横跨大广坝库区也给护林
员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
便。由于地处偏远，离最近的东河镇
墟也要20公里，买菜十分不便。因
此每次买菜，要一次买足3天的菜，碰
上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甚至要提前
备足5天的菜。此外，站里使用的煤
气、渡船和摩托车使用的燃油等物资
也需要从外面采购搬运进来。这些
采购的活，就落在张理全身上。“巡山
再怎么苦都不怕，我们最怕的是台风
天气，台风来了，我们出不去，电网也
断了电，这里就成了孤岛。”

不惧苦和累
只为那片绿

由于坡鹿管护站管护的面积达9万多亩，平
均每位护林员看管的面积有3200多亩，因此，
每天巡查的路线不一样，今天走山脊，明天走沟
谷，只有通过行走不同的路线和区域，才能做好
保护工作。

每天上山下山，一天两趟，平均下来，一天
要走好几公里。而一样的工作，他们每个月要
重复22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他们没有想
过放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总要为
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朱永忠是坡鹿管护站年
纪最大的护林员，今年53岁。他说，以前他是林
场的伐木工人，自从当上了护林员，更意识到林
木保护的重要性，因此虽然管护站条件艰苦，但
他仍然选择坚守。

今年42岁的张理全，1997年就来到坡鹿管
护站工作，刚来的时候，只有6名护林员。“条件
艰苦，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干。”但张理全坚持
了下来，也因此收获了爱情，跟管护站附近村的
一位苗族姑娘相爱，2002年结婚后，妻子也当上
了护林员，和他一起守护这一片绿水青山。

后面，随着待遇的提高，加上政府对保护工
作的不断投入，管护站的人员不断壮大，从原来
的6人扩充至29人。

上午11点30分，大家回到管护站后，看到有
不少人开车往苗村方向行驶。“应该是国庆节放假，
有人来苗村走访亲友，我得沿路巡查，防止有人进
入林区。”黄小龙说完，便骑着摩托车上山了。

采访时，张理全的两部手机不时响起。“巡
护情况汇报，使用船只出去购买物资也需要汇
报登记。”他说，由于管护站管护面积大，且还有
水域面积，5个护林点之间需要乘坐渡船到达，
为了控制成本、保证船只使用和人身安全，管护
站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各个点要汇报巡
护情况。

“下午我也要到管理区申请购买燃油，申请安
排皮卡车把燃油拉进来。”张理全说，必须保证渡船
和摩托车的燃油供应，否则会影响巡山工作。

下午2点，记者告别了护林员们，坐着渡船
回到万丁渡口。站在岸边，看着这一片一眼望
不到边的翠绿，内心十分感慨，正是由于有着一
批批像张理全他们这样的护林员不辞劳苦的看
护，才让大家看到这一片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本报八所10月3日电）

钩刀来开路
一天巡两趟

一艘巡护船，一把钩刀、一个水壶、一部
安装有巡山数据的手机是护林员的全部“装
备”。记者上船后，护林员朱永忠开着船到对
岸的山脚下停住，打桩绑好缆绳。上岸后，张
理全他们走在前头，拿着钩刀在前面砍小灌
木和杂草开路。当天巡护的路线是江边岭的

“285”小班号。
一进入山林，记者就被各种枝蔓藤条绊

住了脚。“这已经算是好走的路线了，别的路
线更陡峭难走。”张理全说，巡山主要检查是
否有人进入保护区，或盗砍盗伐林木、捕猎野
生保护动物等。一旦发现，马上上前制止，并
报告上级部门。

走过藤蔓枝条丛生的区域后，大家沿着
山脊往上走，两边是几乎直角的斜坡，人一旦
摔下去，没有林木阻挡的话，将直接滚落到山
脚下的水里。越往上走，山脊两边的树木开始
茂盛起来。一棵棵躯干挺拔的青皮树枝繁叶
茂。“青皮树是海南特有的名贵树种之一。”张
理全说，青皮树生长很慢，且长势情况与海拔
和土壤有关，以前常有北京来的专家来这里考
察青皮树的生长情况。

青皮树也叫青梅树，因树皮青灰色而得
名，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我国现仅见于海
南岛。

“像这样成片生长的青皮树在这片管护区
有不少，是我们重点的管护对象。”张理全告诉
记者，在没有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之前，当地村
民上山砍伐、捕猎的现象常有发生。经过近20
年的宣传管护，非法砍伐盗伐、捕猎的现象大为
减少，而且，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大为提升。

上午10点半，才爬到海拔200米的地，
记者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而张理全他们
却面不改色，也没怎么流汗，他说，一般来说，
护林员一旦开始巡山，就要从早上巡护到中
午，一直走到山顶才能返回，“到山顶的话，海
拔有800米左右。”

护林员黄小龙说，如果原路返回，用时4个
小时左右，如果从别的路线返回，时间会更长，
需要安排同事开着船去接回来，因此回到站里
的时间会更晚。如果中午回得早，下午还得去
爬山巡查，下午6点前才能返回。

◀上接A01版
孩子可在贝野星球俱乐部提供的全日免费亲子活动
中尽享运动乐趣，大人则可在清晨草坪瑜伽、律动非
洲鼓音乐会、傍晚瑜伽体验、兴隆咖啡拉花课程等活
动中放松身心，享受悠闲时光。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该酒店的亲子家庭普遍入住两晚或以上。

位于海南西部的棋子湾开元度假酒店也迎来
入住高峰。来自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游客携家
出游。大型水上乐园、儿童手工DIY、彩虹桥挑战
赛、赶海拾趣等亲子主题配套活动及客房里适合
小朋友的儿童床、儿童专属拖鞋浴袍等贴心服务，
使得这里成为不少岛内外亲子游客的度假选择。

对于游客来说，海南既有“满汉全席”，也有“农
家小炒”——既有各大湾区的高星级酒店，也有扎根
在风情小镇、美丽乡村的特色民宿。黄金周期间，琼
海、三亚、临高等地的民宿人气攀升，备受游客青睐。

置身在大海沙滩边，摒弃喧嚣与压力，享受着
海风的清凉，呼吸着海的味道与空气，带着孩子一
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提着小桶子，在海滩上捡贝壳、
挖海螺、抓螃蟹……在临高东英镇博纵村的临高
观海民宿，赶海成为游客们十分热衷的打卡项目。

“每个月有两次潮汐现象，有七八天的时间非
常适合赶海，最低潮时海水能退去两公里左右，这
时的滩涂就是游客们的乐园，赶海已经成为民宿
的固定体验项目。”临高观海民宿老板陈晓杰说，
为此，民宿特别配备了铲子、小桶、手套、鞋子等工
具，为前来赶海的游客提供服务。

“沉浸式”度假
悠享琼岛时光

◀上接A01版
国庆期间，该博物馆推出了爱国歌曲竞猜、“我心
向党”手工制作、我的海军梦——体验军旅生活等
系列国庆献礼活动，让游客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南
海人文历史、自然生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

在博鳌镇沙美村美丽整洁的村道上，来自天
南海北的游客手中挥舞着五星红旗，与绿水青山
交相辉映，成为假日里一抹亮丽风景。哈尔滨游
客黄松杰告诉记者，沙美村景色特别美丽，环境整
洁，村民除了生活环境舒适之外还在家门口创业
就业，“感觉大家的幸福指数特别高，这也让我感
受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

“经过多年打造，琼海红色旅游愈发火热。”琼
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拥有红色娘子
军纪念园、椰子寨村、周士第将军纪念园、琼崖苏
维埃政府遗址、红色娘子军成立大会遗址、杨善集
故居、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红色旅游资源，并
推出多条红色旅游线路，成为游客感受家国情怀、
抒发爱国情感的出游选择。

打卡红色地标
赓续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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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广坝中下游库区两岸风景优美大广坝中下游库区两岸风景优美，，是坡鹿管护站负责管护的范围是坡鹿管护站负责管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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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国华裔青少年开展
线上线下文艺展演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10月3日，海南自贸港世界华裔青少年
文化艺术展演在海口举行。来自美国、法国、马来
西亚、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裔青少年代
表团队，与中国青少年一道，通过线上线下的形
式，以侨为桥、以艺传情，展现中华文化魅力。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苻彩香发表视频致
辞。她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加强新一代华裔青少年

“同根”意识培育，加深海外华裔青少年对家乡和中
华文化的感情，促进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互鉴，提
升国际视野，让更多华裔青少年了解海南自贸港。
希望海内外青少年通过此次交流活动，成为中华文
化的爱好者，同时用住在国语言讲述好海南故事、
中国故事，争做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和继承者。

活动中，各国华裔青少年代表队欢歌载舞，向
观众呈现一幕幕精彩的创意表演。歌曲演唱《海
南欢迎你》、绘画情景舞蹈《我心中的自贸港》、合
唱《久久不见久久见》、舞蹈《茉莉花》、朗诵《唐诗
里的长安》等优秀作品逐一上演。老一辈侨领通
过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
华侨精神潜移默化地浸润华裔青少年的心灵。此
外，活动还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
场展现海南黎锦手工织绣技艺，让华裔青少年感
受海南非遗文化魅力。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指导，海南省
侨务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