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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江畔崛起的座座高
楼#初现雏形的金澜大道#美丽的龙波
湾#遍布深海网箱的后水湾等$一幅幅
生动的画面$ 展现着临高开发建设热
火朝天的景象% 以县委书记陈创福为
班长的临高县领导班子不断提高干事
能力$ 以勇于担当的气魄和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让临高正在创造奇迹$描
绘着新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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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建好通车的金牌工业疏港
大道外$不久的将来$还将两条大道直
通临城% 一条是正在开工的从博厚立
交匝道口新开设的金龙旅游观光大
道& 另一条是即将开工的从高速公路
直通黄龙港的黄龙渔业大道% 这三条
大道也是分别通往临高三大产业区域
金牌工业开发区# 临高角龙波湾滨海
旅游房地产开发区和北部湾渔业产业
园区的'大动脉(%

今年初$ 临高县委县政府提出了
打造大产业建设大园区的工作思路$

同时依托该县的资源优势# 岸线优势
和港口优势$着力去打好金色港湾#蓝
色海洋和绿色田洋这三张牌$为此$临
高县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当中$ 着力于
引进大企业$ 引入大项目$ 打造大产
业$建设大园区% 今年开工建设'一港

两园三大道($'一港( 是新盈中心渔
港$'两园( 是滨江和滨海公园$'三大
道(就是金牌工业疏港大道$金龙旅游
观光大道$黄龙渔业大道%

今年$ 中央把新盈港确定为中心

渔港$ 同时立项审定投资概算为#"""

来万元$ 其中中央直接下拨资金$%$"

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首个中
央单笔补贴资金最多的中心渔港% 临
高县的规划是$ 以这个渔港的建设来

辐射拉动养殖# 补给和水产品交易物
流等相关渔业产业的发展$ 同时以该
渔港的建设来打造具有临高哩哩美和
东南亚风情的渔家小镇$ 形成港城一
体化的格局$ 继而拓延休闲渔业旅游
观光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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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高县的规划中$金龙大道的建
设为临高实现滨海旅游房地产业的破
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临高拥有海岸
线!!$公里长$!!处港湾$通过房地产旅
游业的开发$来打造金色港湾%为此$临
高县委#县政府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要
建设海南西部航海城$着力打造具有海
洋特色的旅游产品$建设临高'船奇(旅
游项目$做船的文章$古船只#渔歌码
头$海上垂钓库克#麦哲伦#哥伦布#达
伽马#郑和等五大航海家的航海故事等
等元素$都做到航海城当中$聚集航海
知识$展示航海趣味$体验渔家作业$以
及哩哩美小调的魅力%

随着金牌东港大道等道路的开
工$ 沉睡多年的金牌工业开发区将重
焕生机% 目前$金牌开发区已拥有能生
产万吨货轮的企业$此外$海马集团和
新西兰一家公司合作的游艇组装生产
线已入驻该开发区$ 临高希望通过对
口招商形成把金牌开发区打造成集船
舶制造和海洋工程配套设施的生产基

地$同时$依托大企业的进入$打造具
有海南特色的游艇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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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粼粼的江面$ 绿草茵茵的江
岸$江北的东南亚风情街已初展风姿%

做为北部湾首届渔歌节'渔家风情夜(

活动场地$ 文澜江两岸的改造已进入
收尾阶段%

从二环路到文澜江西北侧$ 处处
是工地$楼房一栋接着一栋拔地而起$

投资&亿元的黑龙江省海南临高体育
训练基地$临城一号#福临城#四星级
的方圆酒店))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
环境优美# 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新城区
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而在&"!"年前的临城$街道窄仄$

市容古旧$市政设施落后$乱搭乱建现
象突出$居住环境差% 以致于一提到临
高外地人就直摇头% 大力改变临城面
貌$打造一个宜居临城$是当地干部群
众的心愿%

为了打造一个亮丽临城$ 今年该
县决定投入!个亿来整治临海# 临美#

临新#临调#临昌五大路口$县城大街
小巷全部硬化% 在加快临城的改造的
同时$临高大规模建设道路$去年累计
投入'(##亿元建设道路!"条$今年该县
再投入&"亿元$ 完成百公里路网建设
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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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月份成熟的荔枝$如今已经是金
秋十月了$ 竟然还有荔枝树上挂果%

在定安县岭口镇腰岭村$有一棵荔枝
树树顶枝干意外挂满了荔枝果$而且
长势喜人%

!"月!'日$记者沿着腰岭村旧老
坡一条小路走上后山找到了这棵挂
果的荔枝树$树干粗壮如盆$树高约
!"米左右$ 树冠阴影达上百平方米$

荔枝树主树干直径约"($米$ 主树干
分为)根枝干$令人称奇的是$这棵野
生荔枝树不仅枝叶茂盛$树顶上不少
枝干上还挂满了拇指般大小的荔枝
果%

'实在太罕见了$ 这个季节荔枝
树还能挂果% (荔枝树的主人王廷胜
告诉记者$ 该树已有$"多年树龄了$

周围种植的都是槟榔树$这些荔枝树
零星的长在槟榔地里$可唯独只有这
棵荔枝树还在结果%

腰岭村一位从事多年荔枝种植
农户王宣雄告诉记者$像这样的野生
荔枝树一般在!$摄氏度左右的温度
条件下才能开花!!&月底"$五六月份
摘果$要比种植的荔枝树晚熟一个月
左右% '种了这么多年的荔枝树$还真
没有发现现在还在结果的荔枝树% (

面对这棵!"月还在挂果的荔枝
树$ 村民们兴奋之余更是突发奇想%

'要是能弄清原因$种植反季节荔枝$

那村民们就有奔头了%(村民说$这些
野生荔枝树比较常见$果小价格也卖
得不高$大家也不太在意护理%

王宣雄介绍$野生荔枝树在岭口
很常见$虽然结的果比种植的荔枝果

小一点$但特别甜% '每年荔枝成熟的
季节$每棵树都能结!"""多斤$虽然
价格没有种植的荔枝高$但价高的时
候也可以卖到&元一斤% (

'是真的吗* 这我倒真的没见
过% (得知定安有棵荔枝树!"月还在
挂果的消息后$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
蔬研究所的荔枝专家王祥和一时都
不敢相信% 王祥和说$他从事荔枝研

究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但从来没见
过也没听过海南乃至中国到!"月份
还有荔枝树挂果的% 王祥和介绍说$

在海南$荔枝的挂果成熟期一般在五
六月份$最早成熟的在)月中旬左右%

在国内$荔枝最晚成熟期则是#月份$

分布地方是四川泸州一带%荔枝和龙
眼同属无患子科植物$目前$龙眼树
在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产期已经可以

调节$一年四季均可挂果$但荔枝树
目前还不可以%海南有荔枝树到!"月
份还挂果的消息如属实的话$那将非
常罕见$ 这棵荔枝树将很有研究价
值%

至于荔枝树!"月份挂果的原因$

王祥和猜测说$这棵树种可能已经出
现变异$但具体的原因还需专家到实
地查看$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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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第*!个'世界粮食
日(%这天$记者经走访海口部分学校了
解到$ 浪费粮食情况在校园里普遍存
在% 教育界人士指出$学生们日益淡化
的节约意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月!'日上午!!点$ 记者来到海
南华侨中学的学生食堂% 尽管是周末$

食堂内用餐的学生并不太多$ 但记者
还是一眼就看到许多盘子上余留着大
量的白花花米饭%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
生$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瘦子($在
他们用餐后的餐桌上$ 记者总能发现
很多未被吃掉的食物$ 而在餐盘回收
处$大盘大盘的食物被倒在泔水桶%

针对同学们浪费粮食的现象$记
者专门走访了部分学校的学生宿舍%

当记者问及未吃完的原因时$ 大部分
同学都表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自
己花钱打饭$吃多少#剩多少是自己的
事$没吃完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 '为
什么不把饭菜吃完呢* ($记者询问了
被访的同学% 有部分同学说$学校食堂
的饭菜不合自己的胃口& 另一部分同
学则表示$自己也不确定能吃多少饭$

为了吃饱一般都会尽量多打一点饭$

最后发现吃不完就理所当然倒掉了%

采访过程中$很多学生对于'世界
粮食日(知之甚少$甚至是一些家长和
教师$也并不太关注这一纪念日% 海南
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一位大三学生就
说+'从小学开始$除了那句著名的,锄
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就没有从
家长# 学校或者别的什么渠道接受过
有关节约粮食方面的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