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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做好防病工作，可选用吡唑
醚菌酯等杀菌药叶面喷施进行防治

雌花已谢花的果园，可以喷施
防落素+氨基酸等有机叶面肥+芸
苔素保果，预防出现异常落果；

处于初花期的果园，叶面喷施提
高抗逆、降低开花速率的低浓度烯效
唑+氨基酸糖等有机叶面肥+芸苔
素，提高光合作用，增强抗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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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2月28日电（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眼下正值春耕
好时节，五指山市毛阳镇的农户纷纷
抢农时，忙耕作，确保今年夏粮能有
好收成。

2月2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毛阳镇牙胡梯田看到，农民正在耕犁
插秧，一派繁忙景象。近千亩的水稻
田正在陆续换上翠绿的春装，构成了
一幅富美田园风光画卷。

“梯田边坡陡，田地小，都是人
工播种和耕种。”正在进行耕作的毛
阳镇牙胡村农户王彩现告诉记者，
近期天气不错，为了能够尽快完成
自家耕种工作，她发动了全家人进
行分工。

毛阳镇山区陡坡水田较多，农户
以传统的人工培育和耕种方法为
主。为提高水稻产量，毛阳镇政府今
年给部分农户免费发放种子，还利用

农户的撂荒地，采取“农户+合作社”
的模式积极备春耕。

“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和
村干部将走村入户，解决目前存在
的撂荒地问题，利用撂荒地来种植
水稻或者山兰稻等，同时加强技术
指导，合理施肥，提高产量。”毛阳
镇副镇长许嘉杰介绍，在土地较为
平缓的地区，政府鼓励农户采取大
型犁田机进行种植，以进一步提升

产量。
记者从五指山市农业农村部门

获悉，为提高农户的春耕种植积极
性，该市出台了帮扶政策，春耕种植
补贴200元/亩，保险投保最高不超
过400元/亩等。

据悉，五指山市春耕面积近
8000亩。目前，当地农业农村部门
正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落实好春耕备
耕工作，稳妥推进农业生产。

五指山市毛阳镇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春耕好时节 稻田披绿装

海口898艺术村将艺术美学引入传统村落，以文化创意激活乡村业态

“种”艺术的网红村
■ 本报记者 昂颖

春日里，紧邻海口江东新区白驹
大道的898艺术村绿树成荫，温暖而
热闹。阳光下，三角梅、海洋生物等栩
栩如生的画面定格在墙体上，为古村
落增添了“艺术范”。

近年来，898艺术村通过对原生
态建筑的保护、修复和艺术再创造，融
入艺术墙绘、艺术装置、绘画雕塑等公
共艺术作品，呈现出传统村落、文化艺
术与现代城市的共生共存，转型成为
省内外艺术工作者的聚集地，促进乡
村文化振兴。

尽享沉浸式艺术体验

2月 27日，正逢周末，不少市民
游客在村中走走逛逛。他们拿起手
机，或拍下焕发新生的老瓦房，或是在
充满想象力的墙绘前合影，感受沉浸
式的艺术体验。

陶艺工作室里坐满了前来学习制
陶的孩子。“当孩子看到自己的作品上
釉后被烧制成有色彩的瓷器，会对自
己的动手能力更有信心。”正在教孩子
们制陶的陶艺师陈日壮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从春节到现在，他一直在上课，

“还会烧制孩子们做的各类陶艺作品，
再邮寄出去。”

“这个村子我关注很久了，一到周
末，我常和亲朋好友来这里打卡。”海口
市民陈琴莱说，898艺术村里藏着不少

“宝贝”。在这里，市民游客可以悠闲地
喝着下午茶。“如果逛累了，你还可以随
意走进一家艺术工作室，体验绘画、做
竹筒饭等乐趣，接受文化熏陶。”

陶艺工作室是898艺术村众多工
作室中的一个。898艺术村目前设有
特色展馆4座，有40多个艺术机构和
工作室，集聚了书法、油画、国画、雕

塑、泥塑、古筝、绘本、苗绣、黎锦等艺
术工作者50余人，并与海南师范大
学、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省美术家协
会、海南省民族美术家协会、海南省油
画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单位
建立了常态化的联系机制。

美学引领、艺术点亮，是提升乡村
旅游层次，吸引游客的创新之举。自
2020年开始，来自各地的艺术家陆续
租下898艺术村的民居，将单调的瓦
房改造成为特色艺术馆，举办精彩的
艺术展览，展示推介优秀的艺术作
品。同时，随着咖啡馆、文创基地、民
宿等项目的陆续开发，也将让898艺
术村不断增添新的亮色。

“艺术村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底蕴，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自然
古朴的村落创作平台。来这里创作，
我的心情很愉悦。”绘画爱好者杨忠
平表示，希望有更多类型的艺术工作
者进驻，一起交流创作，助力海南艺
术发展。

文创激活乡村业态

艺术与古村落共融共生，助推
898艺术村成功探索出一条活化之
路。从无到有，从名不见经传到远近
闻名，两年间，艺术村逐渐发展成为一
个融艺术展览、艺术体验、艺术培训、
文创基地等于一体的艺术综合体，不
仅将艺术美学引入传统村落，更以文
化创意激活乡村业态。

“在898艺术村项目落地前，这里
是一座名叫权拥东村的古村落，至今
还保留着祠堂和都督庙。”898艺术村
项目负责人王凯介绍，艺术村自2020
年7月开始打造，“用艺术活化老村，
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不久便成
为了‘网红打卡点’。目前，我们跟村
民租赁了40多套房子，每年为40多

户村民总共带来近100万元的房租收
入，也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

69岁的曾小妹和村民们一同参
与并见证着权拥东村的蜕变。“权拥东
村的历史超过200年。原来老村的基
础设施比较差，不少闲置的房子老旧
破败。”曾小妹告诉记者，经过修缮、发
展，杂乱的草丛被清理了，坑洼的泥土
路变平坦了，村容村貌改善了，居住环
境也持续变好。

随着艺术村的走红，一些原本在
外谋生的村民也回到村里创业。位于

村口的“泰有意思”奶茶店的店主钟
玉，曾是一名导游，多年前奔走于东南
亚各个国家间。艺术村开放后，她辞
职回乡，将祖屋改造成奶茶店，推出了
各种类型的泰式奶茶，深受人们的欢
迎。健谈的她常与游客聊家乡的风土
人情，小店因此也成为游客了解艺术
村的一扇窗口。

“古村+艺术”，也让898艺术村
一直保留着浓郁的烟火气。艺术家们
将工作室导入村里，在潜心创作之余，
还成立文艺志愿服务队，利用专业优

势，助力打造艺术乡村品牌，并尝试对
农村孩子们开展公益艺术教育课，将
艺术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

“艺术家的到来，改变了村民们的
观念。如今，每一次举办文艺活动，都
有村民自发参与进来。”王凯表示，古
村的传统文化可以反哺入驻的艺术
家，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而随着传
统文明和现代艺术的碰撞交融，权拥
东村正蝶变为艺术村落，与城市共融，
不断向前发展。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

东方冬季瓜菜
市场行情向好

本报八所2月28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 通讯员陈秀
兰 符啟慧）眼下，东方市各乡镇的
冬季瓜菜已陆续采摘上市。海南日
报记者从东方农业农村部门获悉，
今年该市冬季瓜菜市场收购价比往
年略高。

近日，在位于大田镇的东方大田
好稼农产品交易市场内，来此售卖朝
天椒的种植户络绎不绝。市场工作
人员忙着过秤、登记，准备将朝天椒
销往岛内外市场。据介绍，春节过
后，朝天椒收购价平均每斤达到15
元，最高时每斤达到20元，市场行情
向好。“今年有钱赚了。”朝天椒种植
户麦忠文说。

种植冬季瓜菜是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渠道。东方立足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积极
发动广大农户抢抓有利时节种植冬
季瓜菜，全市共种植冬季瓜菜41万
亩，目前已陆续采摘上市。

此外，随着冬季瓜菜的批量上
市，东方把好冬季瓜菜检测关，保证
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上市瓜菜检
测合格，持证出岛。同时，建立并完
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
确保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万祝宁）当前正
是海南荔枝开花坐果的关键时期，受持续低温阴
雨天气影响，我省妃子笑荔枝花穗生长和授粉受
精受到一定影响。近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
所在海口市三门坡镇举办妃子笑荔枝花穗处理技
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旨在进一步确保今年荔枝
丰产稳产。

来自全省各产区的荔枝种植户代表、技术骨
干等210多人参会。观摩会现场，果农参观了采
取不同花穗处理技术的荔枝果园，比较了不同技
术的应用效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交流妃子
笑荔枝化学疏蕾技术的使用方法、应用前景和值
得注意的事项。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海口综合试验站
站长王祥和指出，妃子笑荔枝花穗处理是决定果
园高产稳产的关键，做好花穗处理是果园管理的
重中之重。他还比较了传统的人工疏花、人工疏
花+药物控穗以及化学疏蕾等花穗处理技术的优
缺点，系统分析了化学疏蕾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他建议，雌花已谢花的果园，可以喷施防落
素+氨基酸等有机叶面肥+芸苔素保果，预防出现
异常落果；处于初花期的果园，叶面喷施提高抗
逆、降低开花速率的低浓度烯效唑+氨基酸糖等
有机叶面肥+芸苔素，提高光合作用，增强抗逆
性；注意做好防病工作，可选用吡唑醚菌酯等杀菌
药叶面喷施进行防治。

省农科院果树所副所长胡福初认为，前期持
续低温阴雨天气对荔枝开花坐果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未来天气持续升温，果农急需了解下阶段果园
管理方案和应对措施。

据悉，全省现有荔枝种植面积达32万亩，年
产量约18万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琼中评定
文明信用户2.2万户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完成农村文明信用户、文明信用村等级评定
工作，全县共22226户农户获评文明信用户，获评
率达73.07%；106个村（居）委会获评文明信用
村，获评率达86.18%。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项工作自2021年
7月铺开，以政府为主导，各涉农银行业金融机
构分片包干，经过信息采集、等级初评、审核终
评、信息公示等程序，采集评定全县 115 个村
（居）委会、社区共26099户农户的信用信息，覆
盖率达85.81%。

“只要被评为文明信用户，即可向县辖任何一
家涉农银行提出信用贷款申请，这样既解决了农
民融资难的问题，又打破了原来各机构各自评级、
条块分割的弊端。”琼中农村文明信用等级评定工
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琼中正进一步推动信用等级成果转化，
指导各涉农银行机构将信贷政策与信用等级评定
结果相结合，从期限、利率等方面匹配相应的信贷
产品，不断扩大农户信用贷款的覆盖面；加快推进

“琼中县农村普惠金融信用积分评定系统”建设，初
步建立农村信用体系数据库；同时积极探索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信用等级评定办法，争取在2022年全
面完成琼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省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专班获悉，今年以来，乐东黎族自治
县多措并举实施平价菜保供惠民行
动，保障蔬菜供应和价格稳定，让百

姓得到实惠。
2月 25日，在乐东第一集贸市

场的菜篮子平价专区内，前来买菜
的居民络绎不绝。各个摊位前均
配备了智能电子秤，消费者选好菜

后，电子秤屏幕上能快速识别上秤
的净重、单价、金额等信息，消费者
只要核对金额就可扫码支付，省时
又省心。

乐东商务招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安装智能电子秤，可以实现
蔬菜销售数据直采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保证市场供应稳定，让老百姓的

菜篮子拎得更轻。
今年以来，乐东多措并举实施平

价菜保供惠民行动，各相关部门积极
利用好数字赋能、金融赋能，推动平
价菜保供惠民行动转型。同时，不断
加大公益性批发市场投入使用，减少
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让百姓得
实惠。

关注平价菜保供惠民行动

乐东推动农贸市场智能化改造

让百姓菜篮子拎得更舒心

898艺术村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农业小贴士

如何做好荔枝花期管理？
来听农业专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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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阵地建设，严格服务标准

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不断强
化阵地建设，努力凸显“军”的特色和

“家”的气息，为长期服务好社区退役军
人打下坚实基础，让社区退役军人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窗办理、内部流转、
一站办理、只跑一次”的一站式便捷服
务，切切实实提升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幸
福感、获得感。服务站配有独立办公场
所，配备齐全的办公设备及便民服务设
施。2021年，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
站按照最新政治文化氛围建设标准，更
新“四尊崇、五关爱、六必访”工作剪影，
严格以“61项”标准服务好鹿回头社区
退役军人。

提升业务水平，做好宣传工作

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致力
于打通服务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

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退役军人）担任
站长，下设一名工作人员，积极参加省、
市、区组织的集中学习、报告会、专题讲
座等活动，认真学习退役军人政策法
规，努力提升业务水平。同时，做好退
役军人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2021
年，服务站制作并投放了3个退役军人

政策法规宣传栏，发放宣传册 100 余
份，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
人保障法》专题讲座1次，多渠道、多方
法引导退役军人树立尊法、学法、用法
的意识，全年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咨
询、思想疏导服务30余次，及时回应退
役军人的诉求。

弘扬拥军优属，营造良好氛围

鹿回头社区高度重视优抚政策落
实工作，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作要
求。2021年至2022年春节期间，服务
站组织开展“春节慰问暖人心”活动，走
访慰问优抚对象及家庭困难退役军人

13人。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认真办理相
关业务，2021年帮助60周岁以上退役
军人申请生活补助3人，完成受理辖区
退役军人社保接续5人，办理退役士兵
党组织关系转接1人。认真落实“四尊
崇、五关爱、六必访”工作要求，2021年
为2名新兵举办入伍欢送仪式，为1户

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大力营造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良好氛围。

促进技能提升，开展就业帮扶

该服务站结合信息采集、实地走访、
电话询问等方式，摸清退役军人在就业、
创业等方面的需求及存在的问题，为后续
的产业帮扶、困难救助提供了精准的数据
支撑，更好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服务保障。
另外，定期向辖区退役军人精准推送招聘
信息，充分挖掘岗位资源，组织退役军人
参加各类岗位招聘，发动退役军人参加上
级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帮
助4名退役军人解决就业问题，组织2名
退役军人参加就业技能培训。

三亚市吉阳区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服务保障谱新篇 同心共筑温暖家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新时代新时代
标杆标杆

树树立立

三亚市吉阳区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位于三亚市南端鹿回头半岛，
于2019年7月9日挂牌成立，现有退役军人69人，退役军人党员13人，优
抚对象8人，现役军人家属4人。自成立以来，该站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退
役军人服务的责任意识，全面按照“五有”建设标准，积极完善服务站硬件设
施和软件台账建设，服务好社区退役军人，成为退役军人的暖心港湾。2021
年，鹿回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在原基础上提档升级，在加强政治文化环境
建设的同时促服务、强业务、提成效，全力打造标杆型退役军人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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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树立新时代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标
杆｜三亚市吉阳区鹿回头
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