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名单公示，海南省共7
个单位和个人上榜。本报特推出专栏“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先进榜样”，带您了解这些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团队，从而汲取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开
栏
的
话

本省新闻 2022年5月2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千懿 检校：叶健升 蔡法A03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若有人问可曾见过海南的沙漠？
大多数人会产生疑惑。事实上，在20
世纪90年代，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
丘就在棋子湾。而今，这里来往的游
客只看见绿洲连绵，度假村、酒店一家
连着一家，寸草不生的沙漠却了无踪
迹。而让这奇迹发生的是一支以陶凤
交为首的“植树娘子军”。

近日，2021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
服务“四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昌江黎族自治县“植树娘子军”志愿服
务队队长陶凤交入选“最美志愿者”。

巾帼战飞沙

5月 20日下午，昌江昌化镇“植
树娘子军”纪念馆里，讲解员陶凤交沧
桑却透露着坚定的声音在馆里回响。

“我和姐妹们从1992年开始种
树，把这片沙漠变成了绿洲。”“植树娘
子军”纪念馆管理员兼义务讲解员陶
凤交在馆里对着文字墙面练习讲解，
不时停顿一下，拿出手机拍下她不认
识的字句，又继续，不断重复这个过
程。

陶凤交是昌化镇昌田社区人，常
年使用方言，不标准的普通话让她不
太自信。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纪念
馆墙上的文字她大多不认识，现阶段
仅能看图说话。为此，她不得不拍下
来，等待孙子放学后教她。

“认字和学普通话都不怕的，这比
以前种树容易多了。”陶凤交乐呵呵地
说着。

为宣传“植树娘子军”的精神，
当地政府在去年成立了“植树娘子
军”纪念馆。今年3月，63岁的陶凤
交被聘为纪念馆的管理员。起初，
她对管理员的安排并不满足，她还
想当讲解员，原因是：她老了，没力
气挑担种树了，但还可以讲和姐妹
们种树的故事。她对这片海防林的
感情比谁都深。

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到访，她主
动提出要为记者讲解一番——

30多年前，棋子湾地区年降雨量
仅约700毫米，且主要集中在每年的
7月至9月，蒸发量是降雨量的两倍，
导致该地区形成了狭长的沙漠带，植
物都长不到30厘米高。5030亩流动
沙土地和 1.3 万余亩的半流动沙土
地，不仅影响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还
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1992年，一场台风袭来，港口被
海沙堵得水泄不通，进港的船只无法
回港避风，被无情的风雨卷入海底，陶
凤交所在的村庄不少渔民因而丧命。

自此后，陶凤交带领着昌化镇的
姐妹们开始与风沙较起劲儿来。最
初，外地的承包商承包下了棋子湾段
海防林的营造工程，以每天7元的工
钱请当地的妇女种树，陶凤交就是其
中之一。

“7块钱一天的工钱，是为了生
活，也不全是。”陶凤交原本做着卖鱼

和蔬菜的小生意，一天的收入远超过
种树的酬劳，对于是否要接下这个苦
差事，她也犹豫过。

“种树防沙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
已经吃够了风沙的苦，不能让后代还
吃这个苦。”这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
妇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却在思考后
坚定了要种树的信念。

荒漠变绿洲

然而，在沙漠上种树不是件容易
的事。1992年至1995年期间，她们
面对的是种下100株当年成活不到
30株，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树苗也会
枯死在海边的现实。期间，计划前来
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援助项目选址的德
国专家，在看到荒漠的现状后，下了无
法治理的“死亡通知书”。

倔强的陶凤交不信这个论断，和
省林科所的技术人员一起摸索出了先
种野菠萝防风固沙，后种木麻黄，以及
大苗深栽的土方法。

在纪念馆内，陶凤交带着记者来
到照片墙前，她对着几幅照片愣了
神。她介绍，照片的场景是在海边种
树时搭的简易工棚。当时，她手拿斗
笠，喊着：“姐妹们，起来干工了！”

照片里的她头发杂乱，已经许久
没有修剪过。那时的她身高1.68米，
体重却不到90斤，瘦到没有人形。种
树前要从苗圃挑树，一担包了土壤又
泡了水的树苗大概130斤，远重过她
的体重，也只得硬扛。夏日的棋子湾，
沙滩烫得落不下脚，穿上鞋又不方便
行走，她们每走一步得把脚掌深深插
进沙子里降温，才能勉强前行，磨出的

血泡破了又长。
为了提高树苗的成活率，她们经

常赶着下雨天种树，长此以往，落下
了风湿的病根。这也成了“植树娘子
军”的职业病。“下雨天衣服是淋湿
的，晴天衣服是汗湿的，我们的衣服
什么时候都是湿的。”她一字一句说
着，眼泪不经意就从眼角滑落，又用
那双早已严重弯曲变形的双手轻轻
拭去。

让人欣慰的是，在陶凤交和姐妹
们日复一日的努力下，白茫茫的沙漠
也一点点长出了新绿来。

如今棋子湾畔木麻黄成片成林，
是人为创造的生态奇迹。

29 年，她们用 360 余万株木麻
黄，筑起了1.88万亩海防林。2010
年，昌江完成海防林建设任务时，全县
海防林面积超过5.2万亩，由“植树娘
子军”完成的面积占比超过36%。

下午5时许，确定纪念馆再无参

观者后，陶凤交自在地在凳子上坐了
下来。迎面吹来的海风，让人只剩下
惬意和放松。“这个风吹得舒服哟！”她
和记者聊起天来，“不像种树那时候，
风沙吹到脸上都是疼的，生态环境一
天天变得更好了。”

她偷偷告诉记者，在纪念馆兼任
义务讲解员以来，她从未主动介绍自
己就是“植树娘子军”带头人，但还是
常有游客认出她就是陶凤交。

“陶凤交是种树的，她是昌化人，
我认识她。”面对游客的追问，她始终
坚持这一回答。而这背后深层次的原
因却是，“种树是我的责任，不需要大
家记住我”。

走出纪念馆，夕阳金色的光华洒
落在木麻黄的针叶上，让原本暗绿的
叶片瞬间有了浓郁的色彩，而照亮它
们的正是“植树娘子军”精神，一如雷
锋精神，是信念，是忘我。

（本报石碌5月22日电）

弘扬雷锋精神 学习先进榜样

全国“最美志愿者”陶凤交坚持种树二十多年，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

棋子湾畔那抹绿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技能大比拼
服务攀高峰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近日，万宁市首创奥特
莱斯举办“我行我SHOW”第三届服务技能大赛
决赛，围绕安全维稳、岗位技能、服务质量三方面
展开岗位竞赛，从初赛到决赛共开展60场技能比
拼，参与人员涵盖商管员工、品牌导购及外委公司
员工达720人，覆盖商场所有工作岗位，掀起了

“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决赛分为三部分：包括“直播零距离”“I

LOVE 奥莱”演讲比赛及闭幕表彰。其中，在“直
播零距离”环节，商场营业员现场模拟直播销售。
这是万宁市首创奥特莱斯在后疫情时代，立足实
际，创新求变，开展的线上直播实战化训练，多方
位强化提升员工的直播能力和水平。

圆通速递海南航空枢纽
将于7月投产运行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刘梦晓）5月22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江东新区空港经济
区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纽项目2号物
流仓库看到，一条条安装完成的物流生产线摆在
眼前，整齐有序。据悉，该仓库将于7月正式投产
运行。

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纽项目总用
地面积9.56万平方米，拟建1栋综合楼、3栋物流
厂房、3栋门卫楼等共10栋单体建筑，总建筑面
积8.91万平方米。

据了解，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
纽项目2号物流仓库设备已安装大半，5月底可
完成全部安装工序，7月初开始试运行，7月底
正式投入运行。届时，该仓库的产能在满负荷
的情况下，每天可运转 100 万至 110 万件货
物。“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原计划在4月
初进场的设备安装，2月18日开始提前进场安
装，包括人员安排、供应商设备发货都进行了调
整。”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说，项目综合楼、宿舍
楼也将于7月底交付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建成后，将立足海南、面向东
南亚，打造成为集航空货运、跨境电子商贸、综合
保税、仓储物流、快递集散交换和综合办公等复合
功能为一体的“圆通速递海南区域总部及航空枢
纽基地”。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见习记者 陈子仪

距离端午节还有半个多月，但端
午经济已经提前升温。

5月20日下午，定安新泰来食品
厂的生产车间里一片忙碌景象。称
米、放肉、包裹、称重、系绳，20多名工
人正有条不紊地重复着上述动作。

“我们厂现在日产粽子约 1万
个，但市场上仍供不应求。”新泰来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永超笑着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尽管还未临近端
午赶工高峰期，该厂已经接到近30
万个粽子订单，预计今年端午期间
该厂订单将达到90万个，较去年上
涨10万个。

定安粽子的热销并非个例。连

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定安多家
粽企发现，不少定安粽子厂今年都
较往年端午期间提前开工了大半个
月。

“一方面是厂家担心受疫情影响
提前备货，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
咱们定安粽子的订单总量有所提升。”
吴老汉粽子店老板吴林谦分析道。

这个说法很快在其他粽企得到
求证——定安冷泉青梅粽子厂老板
黄月飞告诉记者，早在3月中旬，自
己就接到了今年端午期间的第一单。

得益于口口相传的好口碑，一家
企业的采购负责人一次性订下了8
万个冷泉青梅粽，这也让黄月飞对今
年端午期间的订单量信心十足。她
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去年我们
一共卖出8万个，按照目前这个趋

势，今年突破20万个没有问题！”黄
月飞乐呵呵地说。

定安粽子虽以咸蛋黄黑猪肉粽
而闻名，但定安粽企从未放弃过自我
革新。

斑斓粽、蜜枣粽、红豆粽……海
南记者走访时发现，不少定安粽企正
在口味上“大做文章”。各家生产车
间里，五花八门的特色粽子十分引人
注目。

定安富香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总监潘德美告诉记者，尽管传统口味
仍是定安粽子的“主力军”，但随着如
今市场消费群体愈发年轻化，定安粽
企也在不断思变谋求创新。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研发出1至
2款新口味，重量、大小、口味也在不
断改良，相信经过市场的层层考验，

我们最终会形成一支具有影响力的
产品梯队，满足不同年龄消费群体的
各类需求。”潘德美说，从目前的市场
反馈上看，这些特色产品正逐步被大
众所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定安粽企也
正在私人定制上“绞尽脑汁”。例如，
有企业针对景区、酒店等目标市场研
发出迷你版的定安粽子，还有的企
业，针对素食客户开发出各式口味独
特的水果粽。

眼下，定安各家粽厂都在抓紧时
间奋力备货，待包装完毕后，其中一
部分粽子将被运往全省各地市场，还
有一部分将通过快递“飞”往上海、北
京、广州等地。一颗小小的定安粽
子，如今在市场上愈发飘香。

（本报定城5月22日电）

定安粽企赶工繁忙，订单量较去年稳中见涨

小小定安粽 香飘大市场

省“六水共治”宣传标识
获奖作品公示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六水共治”和海南元
素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日前，海南省融媒体中
心对“六水共治”宣传标识获奖名单进行公示，共
评选出优胜奖1名、入围奖9名。

其中，获评“六水共治”标识优胜奖的作品以
海南的“海”字、治理的“治”字和阿拉伯数字“6”
的组合设计，巧妙将海水、浪花、椰树、海鸟等海南
特色元素和绿水青山融入“治”字之中，以“6”字
为中心传达海南治水工作特点，诠释了海南“六水
共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营造全民参与治水良
好氛围。

海南有奖征集“六水共治”宣传标识获奖名单
在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进行公示，公示期从2022年5月23日
至6月5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
或邮件（邮箱hnszsb2022@163.com）方式向海
南省融媒体中心提出。联系电话：0898-
66810815。公示期后，海南省融媒体中心将依次
通知获奖者领取奖金。

据悉，海南省融媒体中心1月4日向全国公
开征集“六水共治”宣传标语标识，截至3月27
日，共收到标识投稿作品200多件。4月1日至
7日，“六水共治”宣传标语标识开通投票通道，
以投票形式从20个初选方案中甄选10个入围
方案。

乐城与哈尔滨
深化医疗领域合作

本报博鳌5月22日电（见习记者
陈子仪 记者袁宇）设立求医“绿色通
道”，便捷患者使用国际创新药械；利用
国际创新药械，供医生学习前沿技术。
近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管理局与哈尔滨市卫健委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两地将在医疗业务、人
才交流、科技研究、真实世界数据采集
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乐城的优质医疗
资源更便捷地服务患者。

此次合作还将致力于建立完善医
疗人才多点执业及培训沟通机制，提
升两地医疗人才学术和诊疗水平，加
深医教产学研等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合
作，共享前沿医疗成果。

据悉，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
山东等地多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已与乐城先行区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琼中推进秸秆机械化还田综合利用工作

让“闹心秆”
变为“绿色秆”

本报营根5月22日电（见习记者刘宁玥 通
讯员袁杏玺）5月22日上午，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山寮村水稻种植基地里，1台秸秆粉
碎机来回穿梭，将经过低茬收割的早稻秸秆碾碎；
再配合旋耕混埋、犁耕深翻等复合还田技术，将1
亩秸秆地转变成田地，仅需约1小时。

“以往，农民直接将其焚烧，既污染环境，又浪
费秸秆资源。”据琼中县农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琼中将全面实现水稻秸秆机械化还田，通过“低
茬收割+翻耕还田”，将“闹心秆”转变为“绿色秆”；
作业后的田，经过一段时间的腐解作用，可以播种
晚稻，大大提高农民下半年种植晚稻的积极性。

“我们安排了403万元，按照‘谁还田、补给
谁’的原则，补助给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农
机服务主体。”琼中副县长梁海明说。

据悉，今年琼中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计划
达到90%以上，除了对水稻低茬收割和翻耕还
田，琼中在红毛镇、黎母山镇、什运乡3个乡镇试
点推广“收储运”体系建设，实现秸秆村级集中收
储、统一转运、集中肥料化的综合利用模式。“这种
方式能处理玉米、花生等高茬作物以及枯枝杂业，
提升秸秆利用率。”琼中县农机局有关人员称，琼
中将引进和鼓励农业企业参与秸秆收储转运点建
设合作，支持发展秸秆收储大户，壮大秸秆经纪人
队伍，提供秸秆收集储运综合服务。

近日，在东方市临港产业园，灯火璀璨，夜景迷人。
近年来，东方在原有油气基础上，积极推动油气化工向新材料和精细化工等下游产业链延伸，东方临港产业园发展步入快车道。
目前，东方临港产业园区入驻企业26家，15家企业建成投产，其中油气化工新材料企业5家。今年一季度，东方临港产业园区石化新材料企业

实现产值约56亿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夜幕下的东方市临港产业园:

灯光璀璨 夜景迷人

2022年植树节，在昌江棋子湾，植树“娘子军”在流沙上栽种海防林树苗。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