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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马上要入冬了，得让茶树‘休养’
2个月，但管护它的人可不能休息，趁
着这个时间点更要忙起来为来年采摘
早春茶做足准备。”11月6日一早，在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陨石坑附近的牙
叉镇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一片占地
约300亩的有机茶园里，农庄主人符
小芳正带着管护工人操作电锯对那一
垄垄整齐的茶树进行修剪。

在一阵阵“滋滋滋”的切割声中，
茶树顶端的嫩枝及叶片不断掉落，原
本绿意醉人的茶园只剩下“光秃秃”的
枝丫。符小芳说，忙完这茬修剪茶树
的活后，接下来要忙的是给茶园开垄、
放肥。

肥料，来自不远处的蚯蚓养殖基
地。农庄管护工人梁定合、符秀香等人
正在将稻梗、草梗等纤维状物放进已发
酵好的牛粪、羊粪堆里，这可是蚯蚓制

肥的最好“食料”。早在4年前，该农庄
就引进了蚯蚓粪生态循环农业项目，不
仅持续给茶树添加蚯蚓肥，还会不时地
将数以万计的蚯蚓分批放生至茶树田
垄间，以便更好地改善茶园里土壤地
力，源源不断地为茶树提供营养物质。

作为一名地道的白沙黎族姑娘，
自2011年起，符小芳就带着当地5户
农户开始在距白沙陨石坑直线距离大
约2.5公里处的缓坡上开垦种植了20
多亩茶树，并为茶园取名“五里路”。
多年来，五里路茶园不用农药、除草
剂，坚持人工除草，合理利用粘虫板等
物理技术捕虫，并在茶园周边种植成
片的龙眼、咖啡、黄花梨等作为隔离
带，起到有效管控茶园生态的作用；加
之白沙陨石坑周边土壤中富含多种陨
石矿物质，也确保了有机茶叶上乘的
品质，每当冲泡开来，饮下几口顿觉甘
泽润喉，沁人心脾。自2015年以来，
五里路有机茶已通过中国、欧盟27国

及美国有机认证。
尤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五里路

有机茶园力推茶旅融合产业，接连荣
获“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全国巾帼脱贫示范
基地”等殊荣，精心谋划打造的五里路
茶韵共享农庄于2017年底跻身成为
我省首批共享农庄试点单位，茶园规
模也从最初的20余亩扩大至300亩，
并吸纳符秀香等附近百余户村民以投
工投劳的方式，参与建设共享农庄。

“品有机茶、吃黎家菜、住茶园民
宿，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有得玩，值得
一来，也值得大家常来！”上周末，刚与
朋友从儋州结伴而来的数名游客禁不
住点赞——在茶文化体验方面，游客
可跟随茶园主人采茶、炒茶，还可逐一
品尝绿茶、红茶以及被列为县级非遗
的五里路黎族大白茶；吃黎家菜，菜肴
丰富又有黎家风味，如山螺炒捞叶、芭
蕉芯、木豆煲五脚猪骨头、黎家野菜
等；在住宿方面，数栋木屋客栈隐匿于
龙眼树林里，游人可静坐在阳台远眺

茶园，静心品茶。不止于此，五里路茶
韵共享农庄附近还种有近千株龙眼
树、荔枝树，自2019年推出认养活动
以来，受到不少企业及市民的青睐，已
有约半数果树被认养。每年待到挂果
收成时，大家相邀前来采摘体验，与农
庄主人共同分享收成喜悦。

“五里路，要走好发展有机茶产业
的每一里路；建好共享农庄，就是要帮
扶带动本地更多的百姓共享有机茶叶
产业带来的红利。”对于来年的早春
茶，符小芳有了更多的期待；对于今后
的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她的信心也
越来越足。 （本报牙叉11月7日电）

关注共享农庄建设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开展古树抢救复壮，是保护林
业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11月7日上午9时许，古树名木
修复专家王小君邀请海南日报记者
一同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道
隆村，揭秘“生病”的古树是如何被治
愈的。

走过弯弯曲曲的村道，我跟随王
小君来到道隆村的百年酸豆树前。

“这棵树病得很严重，处于衰弱状
态。不及时医治，就会死掉。”王小君
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这
颗高约10米、胸围约350厘米的酸豆
树被树池围栏，树枝上基本没了树
叶，枯腐枝较多，毫无生气，树干上还
长了不少不知名的菌类等寄生物。

“要想根治，就得精准施策，找准
‘病灶’，对症下药。”给树木看病，好
似给人看病一般，王小君如同一名医
生，从“望闻问切”入手。他绕着树走
了两圈，再上前仔细查看。

很快，已从事古树修复工作20
余年的王小君就对酸豆树所患“病
症”作出了初步判断。“这棵树处于严
重脱水状态，树周围的树池和硬化路
面改变了树的生长环境，让树木无法
吸收到空气和水分，不透气，树木脱
水，身体滋生病菌，出现腐烂，得了根
腐病。就像进入ICU的病人一样严
重。”他说，近年来，随着乡村不断建
设发展，一些人为活动影响了古树正
常生长。

“知道树得了根腐病，那接着应
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疗？”我好奇不
已。

“不要着急。还没到治疗的时
候。”王小君说，“这只是初步判断，具
体怎么医治，要等把土挖开，看看树

根有多少地方腐坏，腐坏程度如何，
才能精准施策，合理把握用药用量。”

现场，王小君和同事对树池里的
腐殖土进行了清运，然后调来一台挖
掘机开始挖土。随着挖掘机往下挖
深，我看见部分树根裸露了出来。“这
就是腐烂的根，表面黑黑的、臭臭
的。”内行看门道，王小君一边留意树
根的状况，一边向我讲解。

不一会儿，树池里被挖开了一个
大坑。这时，王小君和同事一跃，跳
入坑中，拿出小铲子，敲打树根。“听，
发出清脆声，就说明树根是好的，声
音低些的就是里面有腐坏了。”

用小铲子从腐烂的树根表面向
里铲后。我看到了小洞。小洞里有
一只长得像蚕的虫，掏来后，小虫在
地上蠕动。

“这是什么？”我问。“这是天牛
幼虫，专吃树根树干的，是要命的害
虫，天牛成虫主要吃树叶，喜欢在树
上产卵。”王小君看着我一脸疑惑，
解释道。

直到中午12点左右，他们把树池
中的土挖了出来。王小君说：“现在根
腐情况一目了然，可以对症下药了。”

酸豆树根部病害严重，有害虫和
病菌。那么，要怎样用药，才能把它
治好呢？

“针对根腐的部分，要使用药物
杀菌消毒、杀蛀虫以及防腐，让腐坏
的地方不要扩大。而对于完好的根
部，需要施加生根剂、生物菌等达到
滋养的目的。处理后，过段时间，在
腐坏与未腐坏的衔接处会长出细生
根，起到向上输送水分和养分的作
用。”王小君介绍。

根部处理后，就是回填土了。这
些回填土也是有讲究的。土是从其
他地方买来的，是种植土，土中会加
入营养土、生根剂、生物菌等，变成一

道“营养大餐”。
作为“门外汉”，我原以为这场修

复之旅到此便结束了，但王小君告诉
我“还远着呢”。他说，除了处理树根
部分，还需要处理树枝，树枝同样需
要杀菌杀虫，此外还要清理树干和树
枝上的菌类等寄生物，“已枯腐的树
枝，就需要砍掉，砍掉后涂上愈合剂
即可”。

这颗酸豆树发病的根源主要在
于硬化路面的不透气性，让树根无法
吸收空气和水分。为此，王小君和同
事在回填土时埋入了透气管，在树附
近的硬化路面上打孔，大约每隔80
厘米打一个，“树枝延伸到多长，树根
就对应有多长。我们打孔正是要让
树根透气、吸收水分。”

最后，他们给树干表皮插入针
管，输入营养液，帮助这颗酸豆树恢
复生机与活力。

治好一棵古树，就意味着拯救了
一个“绿色文物”。在王小君看来，在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当
下，尽心尽力抢救患病的古树，这对
于海南古树名木修复专家而言，既是
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在现场

◀上接A01版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记者李琳分享了在边境斗争
一线的解放军战士以青春的爱奉献祖国的感人瞬
间；西藏山南市措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旦珠记录
下西藏人民生活变迁的动人历程；中国邮政报社
记者陈颢月以几位邮递员的邮路故事，传递着他
们执着坚守、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

点亮心中灯火，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日报社
记者李硕讲述中国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的世界
赛场上展示中国伟力的精彩故事；面对没有硝烟
的战场，新华社记者徐泽宇以手中的笔和镜头激
浊扬清、明辨是非，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歆旎分享了追踪报道云南亚洲象北移的过程中
讲好中国故事的精彩历程。

“好记者讲好故事”
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播出

◀上接A01版
它们要面对人类活动、食物匮乏、生态
退化等种种考验，一片保护完好的湿
地就是他们的乐园。

海南岛湿地面积约为32万公顷，
湿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节大气、净
化水质、调节径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可谓海南岛的“海岛之
肾”。近年来，随着海南各级政府及群
众对生态保护的持续努力，海南不少
湿地退化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为众
多越冬水鸟迁徙提供了栖息场所，具
有异常珍贵的保护价值。

湿地生态功能在恢复，湿地里的
鸟类“新朋友”也越来越多，甚至勺嘴
鹬、蜂虎鸟、黑脸琵鹭等被列入濒危保
护目录的珍稀鸟类也频频出现。今年
9月，昌江爱鸟队还在海尾湿地公园发
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棉凫，而上一
次在海南记录到棉凫已是117年前。

从2003年持续至今的海南越冬

水鸟调查记录数据也显示，罗纹鸭、小
青脚鹬、黑嘴鸥等水鸟在2013年前后
曾一度在海南消失，而近两年的越冬
水鸟调查发现，它们又回来了。

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
说，随着各级政府和群众对于生态保
护的持续努力，栖息地生态功能逐步
恢复完善，那些曾经离开的越冬水鸟
终于回来了。

多方力量参与保护好
鸟儿家园

入冬后的三亚河依旧是柔风暖
意，青林连绵。河岸边的东岸湿地公
园是三亚市区内面积最大的淡水湿
地，每年这个时候，大批鹭鸟已飞临东
岸湿地公园，蹁跹跳跃枝头、踩水奔走

展翅，引来不少观鸟爱好者架起照相
机捕捉鸟儿的美丽瞬间。

东岸湿地公园建设前，是一处规
模较大的棚户区，河岸有大量的违建
民房“占领”排洪沟，污水直排让湿地
一度成为一潭臭水。经过当地政府的
改造建设，如今已成为三亚市区内最
大的综合性湿地公园，保存有大面积
的湿地红树林，能承载解决市区的雨
洪生态问题，还设立了多个人工岛供
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保护好鸟类的繁殖地、迁徙停息
地和越冬地，对鸟类特别是珍稀鸟类
的存亡起到关键作用。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民间公益
组织、科研机构、学校等多方力量投身
湿地保护建设，三亚、海口、文昌、儋州
等多个市县退塘还林，对破坏的湿地

区域实施生态修复，并鼓励当地社区
居民参与种植红树林，公益组织也将
湿地保护引入学校课程，以提高社会
各界保护生态意识。

五源河下游蜂虎保护小区就是多
方力量联合保护珍稀鸟类的生态保护
案例。每年春天，栗喉蜂虎和蓝喉蜂虎
都会从东南亚迁徙到海南，集中在海口
市西海岸的五源河下游区域栖息繁
殖。为保护好这些蜂虎鸟，海口湿地保
护管理部门与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通
过生态整治、生境营造等措施保留了
城市滨海沙地生境，给蜂虎鸟提供栖
息繁衍的空间，并建立起常态监测制
度，进一步了解五源河下游蜂虎的种
群数量及环境变化对蜂虎的影响，实现
更有针对性地保护。经过多方努力，蜂
虎保护小区的蜂虎种群数量从2018年

的26只增长到如今72只。
峰虎保护小区的生境营造成效显

著，很快就吸引了更多蜂虎鸟前来繁
殖，蜂虎鸟数量稳步增加。昔日远道而
来的“客人”，如今也成为五源河国家湿
地公园的“明星”物种、保护小区的“小
主人”。为方便游客观赏，同时降低人
类活动对蜂虎鸟繁殖的影响，政府专门
在保护区域外搭建了观鸟棚，方便观鸟
爱好者目睹峰虎鸟的靓丽风采。

日益改善的生态环境，让海南在
鸟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加上观鸟
爱好者人数增加以及观鸟设备、技术
的提升，人们发现，光顾、青睐海南的
鸟类越来越多。据我省野生动植物保
护管理部门统计，随着新的观察记录
不断增加，海南岛范围内已知鸟类达
到428种，其中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的鸟类有121种，一级保
护鸟类有20种，二级保护有101种。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上接A01版
依托这些高端制造设备，该项

目生产的流体材料、医药食品级白
油产品足以替代进口产品，为高端
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食
品、健康美容、高端润滑材料等产业
提供绿色环保、性能高效、品种齐全

的高端流体材料，同时能可加工生
产高档化妆品、药品中间体；每年生
产的绿色环保产品使用后还能节省
燃油，减少碳排放。

“我们将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
实现原料全球买、产品全球卖，获
得较高的投资收益。”海南汉地流
体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汉陵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国外原料货源充
足、供应稳定、质量较好、价格便
宜；同时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公司
已与国际客户达成销售意向约每

年 290 万吨，大于项目产能。为给
洋浦高端流体材料产业纵深发展
打造坚实的战略平台，该公司还将
大力拓展下游产业，建设高附加值
的产业项目，做全球规模最大、技
术最先进、品种最齐全的高端和超
高端流体材料生产企业。

流体材料“百货公司”正式投产

海南湿地“乐园”喜迎候鸟南归

◀上接A01版
《黎族家园》从编剧编导到音乐呈现、演员表演、灯
光舞美都具有非常高的水准，展现了一幅黎族同
胞为建造美好家园而辛勤劳作的幸福图景。

整场演出在歌舞《请你常到海南来》中落幕，
所有观众纷纷起立，不约而同地和着欢快的音乐
鼓掌、律动。台下的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台上的
演员一遍遍谢幕，欢呼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就
连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感慨，“很
久没有看到如此热烈的场面了。”

“观众的热情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也超出了
上海主办方的预期。”剧目总编导、海口市艺术
团艺术总监蒙麓光兴奋地说，“黎族文化能够得
到大家认可，是对创作团队和演职员们最好的
鼓励。”

精心打磨
传承弘扬黎族文化

“音乐回到上一个八拍，把这个衔接再合一
遍，迁景准备！”“好，这里要给光了，再提亮！”……
11月5日下午，当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剧场探班
时，《黎族家园》剧组正赶在第二场演出前合成排
练，蒙麓光反复调整着舞台细节。

打造一台高质量的文艺精品，离不开主创人
员以及演职员们的辛勤躬耕。在蒙麓光看来，虽
然作品已经很成熟，“但艺无止境，舞台不是简
单地复制，需要不断地更新和提升，每一个环节
都要做到极致。因此我们把每一次演出都当成
初演对待。”

早在2001年，由蒙麓光担任编剧和总编导的
另一部黎族歌舞诗《达达瑟》就曾到上海巡演，给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20年前的《达达瑟》相比，《黎族家园》
主创团队更加成熟，在创作理念、创作手法上都
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
来表现作品。”蒙麓光表示，无论技术手段多么
先进，主创团队弘扬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初心都
不会改变。

近年来，《黎族家园》斩获多个重量级荣誉。
如2016年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首次
亮相，便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举摘得“剧目金奖”。
此后该作品接连荣获国家文旅部“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十部重点扶持剧目”等多项殊
荣。不久前，蒙麓光团队的黎族舞蹈诗新作《锦绣
家园》又斩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最高
奖——圆梦奖“最佳剧目奖”。

荣誉背后，都离不开黎族文化的深厚滋养。
蒙麓光说：“每当我们创作完一部作品，都有把
黎族文化表现得差不多的‘错觉’。但再次深入
挖掘就会发现，黎族文化所蕴含的魅力与智慧是
无穷的。”

对于剧中“帕曼”和“拜扣”的饰演者、青年舞
者李世平和陈晓莉来说，能通过《黎族家园》这部
作品展现海南文化，都觉得特别自豪。“跟随团队
多次深入民族地区采风与随后的创排，让我们从
对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到现在对乐器、非遗技艺如
数家珍。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海南文化、黎族文化
的传播使者。”

值得一提的是，有感于上个月到访演出时上
海观众热烈的反响，剧组为本次演出特地增加了
展示黎族文化元素的环节：中场休息时，剧组为现
场观众送上了黎族文创特产作为伴手礼，年过八
旬的黎族阿婆吉色开还与黎族青年乐手在台上展
示了非遗技艺……

“这次演出让我感受到了黎族文化的魅力，也
点燃了我对黎族风情的向往，也拉近了上海与海
南之间的距离。”上海市民史琪说，希望未来有更
多优秀的海南文化作品走进上海。

上海之行，也让蒙麓光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如
何以精品剧目更好推动海南文化“走出去”？如何
讲好海南故事，展现海南自贸港的文化自信？“通
过多年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潜心根
植于海南这片沃土，受其滋养，不断挖掘、传承、发
展、弘扬本土文化，才能不断为增强海南‘软实力’
作出新的贡献。”蒙麓光说。

据悉，《黎族家园》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统
一战线工作部指导，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出品，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支持。

（本报上海11月7日电）

上海滩刮起“最炫黎族风”
古树病了能不能“打针吃药”？如何对症施治？本报记者跟随专家现场“出诊”——

古树名木这样“动手术”

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发展茶旅融合产业

“茶”味农庄 两“业”飘香

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本报资料图片）

➡ 11 月 7
日，昌江乌烈镇
道隆村，海南省
珠峰林业生态研
究所技术人员在
救治患病的百年
酸豆树。

⬆对古树的枯枝进行切除“手术”后，工作人员为古树
“伤口”涂抹愈合剂。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6日12时-11月7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9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20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