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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红红火火迎春节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月 28日，随着春节假期脚步
的临近，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新
村港内的年味渐渐浓烈起来。海
南日报记者来到建在渔排之上的
海上疍家民宿。极具疍家风情的
船形客房漂浮在近海面上，在这
里，游客可以深入感受“以海为家”
的疍家文化。

“春节期间民宿也对外开放，从现
在到大年初五的客房全都被订满了，

实在是供不应求。”采访时，海上疍家
民宿负责人郭玉光的手机总是响个不
停。“询问近期房源的客人太多了。”忙
碌的郭玉光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民宿自去年6月开业以来，入住率达
到80%以上。

而这家在原有养殖渔排基础上升
级改造而成的海上民宿，不仅是陵水
的“网红打卡地”，也是新村港渔民转
产转业的鲜活范例。

近年来，新村镇着手清除渔排和
清退近岸海域禁养区养殖场，促进海

域生态环境修复。为了帮助不再以渔
业养殖和海洋捕捞维持生计的渔民在
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新村镇积极引
导海鹰村、海鸥村、海燕村渔民成立疍
家渔排协会。

作为“往休闲渔业走”的渔民
之一，如今负责民宿前台接待的
颜雪洪对于转产转业感触颇深：

“原来水质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越
变越差，导致渔排养殖也收益甚
微。退塘还林还湿后，周边环境
变美了，这份稳定的新工作也让

我很有幸福感。”绿水青山真的成
了金山银山，是颜雪洪这一年以
来的切身感悟。

除了融入独特疍家文化，做好民
宿服务之外，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品
牌传播也是郭玉光运营好海上疍家民
宿的方法。在充满创意的民宿短视频
中，独享一片海域，听海入眠、赶海嬉
水的生活令人向往，因此引来了不少
游客前来“尝鲜”。

“我们在旅行平台上看到这个民
宿推荐，觉得很有当地特色，孩子也特

别喜欢。”当天入住民宿的陈女士一家
六口特地从海口赶来，只为感受“水上
城市”的别样风情，划玻璃船和赶海挖
螺的特色体验项目都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海上疍家民宿二期也将在年后
正式开工，预计7月可以完工。到时
候客房将增至20间，也会有不少全
新的游玩项目进驻。”郭玉光说，这
些都让渔民们对休闲渔业的未来更
有盼头。

（本报椰林1月28日电）

陵水新村镇推动渔民转产转业，海上疍家民宿供不应求

休闲渔业旺 旅游饭更香

海口
春节期间菜篮子各网点均正常营业

一元菜从3种增至6种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获悉，春节期间，海口
菜篮子直营网点不打烊，各网点均保持正常营
业，充分保障市民购买需求，一元菜将从3种增
加到6种。

28日上午，记者在海口市菜篮子大荒洋蔬
菜基地内看到，大量蔬菜长势旺盛，不少菜农正
在进行收割分拣。据了解，为保障今年春节期间
海口蔬菜货足价稳，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及相关批
发市场均已提前做好春节期间蔬菜储备供应工
作。目前，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储备蔬菜3000
吨，并在现有400吨冻猪肉储备量基础上增储肉
类320吨。

市场方面，海口市菜篮子江楠农产品批发市
场也已提前启动春节储备，日均进场岛外菜货量
在1000吨以上；同时积极收购本地菜，日均货量
达100-150吨之间，截至28日，市场采购商已基
本完成备货。

据悉，春节期间，海口市菜篮子集团末端门店
的一元菜将从3种增加到6种，分别是土豆、冬
瓜、南瓜、白萝卜、佛手瓜与椰子菜。直营网点将
保持正常营业，销售的22种目标调控蔬菜零售均
价将低于3元／斤，并不定时推出各种1-2元/斤
的特惠菜。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上万只试管摆列在实验室货架
上，里面是一株株青翠娇小的橡胶
苗。它们有的刚从胚芽里抽出一点嫩
叶，有的已经长成小树苗形状……1
月27日，临近春节，在儋州的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
天然橡胶新型种植材料创新基地，数
名科研人员仍旧围绕着这一株株橡胶
苗紧张忙碌。

“我们正抓紧推进橡胶树组培苗
研究工作。”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良
种良苗研究室主任黄天带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橡胶树组培苗相当于橡胶苗
里的“克隆军”，是橡胶树第三代种植
材料，具有生长速度快、产量高等优

点。2021年，中国热科院橡胶树遗传
育种团队完成了8.2万株橡胶树组培
苗的示范推广，极大促进当地胶农增
收致富。

这些年来，中国热科院致力于橡
胶树种质资源收集和鉴定、优良品种
选育、基础遗传学和分子育种技术研
发工作，不仅率先突破了橡胶树体胚
苗规模化繁育技术，还建立起首个橡
胶树体胚苗规模化生产线，年生产能
力超过100万株。2021年中国热科
院橡胶树遗传育种团队获评“海南省
优秀人才团队”。

以人才活力激发科技创新动力，
是中国热科院橡胶树遗传育种团队的
生动实践。正是这些潜心研究的科研
团队，激活了中国热科院科技创新的

满池春水。
“目前，中国热科院以具有战略

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人才为‘塔
尖’、领军人才为‘塔干’、青年人才
为‘塔基’、卓越技能和支撑转化人
才为保障，努力构建热带农业战略
科技力量的发展格局。”中国热科院
人才工作处处长黄得林介绍，近年
来，该院共柔性引进 12名院士，15
人获国家、部委人才计划和荣誉称
号，3人成为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首席科学家，16支团队入选海南省

“双百”人才团队等，为科技创新提
供强大人才支撑——

入选2020—2021年度神农中华
农业科技奖优秀创新团队的中国热科
院“芒果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团队”，

创建了芒果种质资源圃，系统收集保
存国内外优异种质资源946份，极大
丰富我国芒果种质资源多样性，解决
我国优异种质匮乏的窘境；获“全国专
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表彰的中国热
科院“热带香料饮料科技创新团队”，
构建了我国热带香料饮料种质资源安
全保存和鉴定评价技术体系，改善我
国该领域种质资源偏少、育种材料欠
缺的现状，使我国的胡椒、可可资源保
存领先世界……

青年科技人才正逐步成为中国热
科院科技攻关的主力军。在中国热科
院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中榜名单中，
揭榜成功的青年科技人才占比高达
95%。

“‘揭榜挂帅’传递的是‘不拘一

格降人才’的用人导向，让那些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科技人才挂帅
出征。在干事创业中发现农业科技
人才，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领军人
才、具有一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创新
团队。”中国热科院科技处处长郝朝
运说。

“从今年起，中国热科院启动实施
‘优青计划’，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
当主角’。”黄得林表示，中国热科院将
着力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强化高水平人才精准引进，打造一支
有冲劲、有潜力、有竞争优势的“国字
号”战略人才力量。以人才强院，助力
海南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打好人才特色牌 激发科创新动力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赵
优）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为满足人民
群众对高质量文化生活的需求，我
省各文博单位纷纷开展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文化活动，让
市民游客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享受
文化大餐。

春节期间，海南省博物馆、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
馆将正常开放（除夕当天开馆半天），
精彩的展览将让市民游客一饱眼福。

在海南省博物馆，市民游客不仅
可以观看“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
明陈列”“方外封疆——海南历史陈

列”等有关海南人文历史的常设展
览，还能欣赏到正在举行的2022（首
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美术展以及“长
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
2022（首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美术展
遴选了历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中
的部分精彩作品，体现了创作者对人
类和平发展与未来的深刻关切。“长
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精选来
自陕西六大文博单位的116件（套）
唐代文物精品，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幅
多姿多彩的盛世画卷。

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八
百年守候——西沙华光礁Ⅰ号沉船

特展”以及“南海人文历史陈列”“做
海——南海渔家文化展（海南）”等常
设展览深受观众喜爱。与此同时，

“绿色黄金——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
叶贸易”展也将延续至2月中旬，该
展用200余件珍贵展品为市民游客
讲述中国茶叶从中国茶叶产区经由
海上丝绸之路行销远播世界的过程，
再现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西方茶文
化的互鉴、交流与融合。“南海鲸灵
——馆藏鲸类标本展”中的近30件
展品可让观众近距离观察到不同种
类的鲸，唤起人们对鲸和海洋的热爱
与敬意。

与此同时，“线上+线下”的文
化活动也将让市民游客度过充满
文化味的春节。春节期间，海南省
博物馆将推出“海博送福纳祥瑞
虎年寻虎福满堂”“雕虎刻花闹新
春——春节海南民俗体验”“锦绣
妙颜悦盛世——大唐妆容与服饰
体验”等线下活动，吸引市民游客
积极参与。与此同时，该馆云端社
教课程将上线展播，由讲解员们选
取海南优秀文化课题制作而成的
社教课程，将逐步在海南省博物馆
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官网上线，
人们足不出户也可了解海南黎锦

技艺等传统文化。
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一年

一度的“南海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
如约而至。腊月二十八至大年初六，
七大主题、10场春节系列活动将陆
续上线，“春联送喜”“馆长送福”以及

“投壶雅射”“成语趣玩”“蒙眼贴虎”
活动和鞭炮、灯笼、剪纸DIY体验可
谓丰富多彩。

2月1日到2月3日，海南省图
书馆将开展“拓福迎春·乐享佳节”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可学习年
画拓印、DIY新年红包、挂历等，在趣
味手工中迎接新春，传承文化。

临高

开展春节系列文化活动
本报临城1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春节期

间，临高将通过举办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积极培育
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增强游客参与度，聚集旅
游人气，刺激旅游消费，带动临高经济发展，助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
28日从临高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的。

春节期间，临高将举办哩哩美迎新春晚会、临
高“虎跃龙腾·新春灯会”、新春“人偶戏”汇演、“迎
新春 猜灯谜”活动等，通过多种形式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共庆佳节，营造欢乐祥和、喜庆热烈的节
日氛围。

临高春节期间将在临高角举办“鱼跃临高”首
届临高迎春赶海节，让市民游客体验渔家赶海的
乐趣，同时在文澜夜市举办“夜宴临高”文澜迎春
会——春节7天乐主题夜市活动，逛夜市，购年
货，让市民游客感受临高浓浓的年味。该县将在
皇桐镇、波莲镇、东英镇等多个镇开展夜市大篷车
——春节巡游会活动，送“人偶戏”、特色小吃美食
下乡。

春节期间，临高将举办“庆新春”气排球邀请
赛、“以球会友、门球贺年”新春门球赛、虎年新春
象棋比赛等，进一步丰富群众节日体育文化生活，
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文昌

春节期间举行新春祈福庙会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赵优）新春到，

逛庙会，拜圣贤，学国学，品儒家经典配乐朗诵
……2月2日至4日，文昌孔庙将举办“福聚文昌
庙会有礼”2022年文昌新春祈福庙会。届时，市
民游客可参与新春游园会、国学小课堂、儒家经典
配乐等活动，共度充满文化味的中国年。

新春游园会由春赏花灯、竞猜灯谜、迎春纳
福、投壶纳吉、汉服体验等活动组成。春节期间，游
客可欣赏形态各异的灯笼，收获书法老师现场书写
的福字，参与灯谜竞猜、投壶纳吉等游戏还能获得
精美礼品。整正衣冠、拜孔圣公、诵“开蒙词”、行感
恩礼……春节期间，文昌孔庙还将开设国学小课
堂，带领热爱国学的市民游客体验国学礼仪。课堂
将于2月4日上午10时在孔庙内孔子学堂举行。

当儒家经典遇上悠扬古乐，会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儒家经典配乐朗诵将于2月2日至4日每
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在孔庙举行。届时，游客
可欣赏优美的古乐演奏，聆听震撼人心的朗诵，感
受中华文化跨越千年的魅力华章。

昌江

棋子湾兰花博览会开幕
300余种兰花齐亮相

本报石碌1月28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1月28日，昌江棋子湾兰花博览会在
海南和丰世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花卉基地举
行，300余种兰花及其他品种的花卉在此盛开，喜
迎新春佳节。

在博览会现场，粉色的、黄色的等各色兰花，
色彩靓丽，造型精美，石斛兰、蝴蝶兰、大花惠兰等
300余种兰花汇聚成一片花的海洋，不少游客闻
讯而来。

“博览会上展出的兰花品种非常多，看着赏心
悦目，而且春节快到了，又多了出游的好去处，可
以带着家人朋友出来逛逛。”昌江本地游客钟荣绵
说，她是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兰花博览会的信息，
便邀朋友前来赏花。

此次棋子湾兰花博览会由昌江花卉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举办，拉开了“活力棋子湾·田园新生活”
兰花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序幕。

海南和丰世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此次活动顺利举办，基地规划了200个
停车位，方便自驾游的群众出行，此外，除了兰花
展销之外，还有果园采摘活动，晚上则可以欣赏沙
漠玫瑰灯海，藏书5000余册图书的双溪书院也免
费对游客开放。

1月28日，在海南野生动植物园，大熊猫正在
品尝特色“年夜饭”。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添年味

我省各文博单位开展多彩文化活动迎新春

看展览 品民俗 玩手工

1月24日，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装扮一新喜迎新春佳节，吸引市民前来打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逛老街挂灯笼

1月26日，在海口市琼山区的红城湖路，工作
人员悬挂大红灯笼，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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