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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2012春季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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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实习生 #

$%!大片的薰衣草随风摇曳"如同身着紫衣的
仙子在舞蹈"令人心旷神怡#想不想把校园扮靓
如童话王国$赶快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报名吧#

本报推出的&绿动海岛'绿化宝岛我先行(

大型策划系列报道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海南香
世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符永康认为"这
种活动非常有意义# 继昨日向海师附中捐出一
批桂花树%含笑树%薰衣草之后"他再次约见记
者" 畅谈自己的心愿)&绿化校园" 不仅美化环
境"还能美化心灵"能培养孩子们保护环境%热
爱生活的意识# (他计划向学校捐出&''万株薰
衣草!

&'()*+,"-./0#.1234

567

*"海南各级各类学校均可通过南国都市
报的新闻热线报名# &香世界(还计划继续向校
园捐献桂花树和含笑树# 需要植树的学校请速
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报名#

据介绍"薰衣草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香草#

因其功效最多"被称为&香草之后("具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 由薰衣草加工制作的香包%精油%美容产
品等"在世界各地的超市热卖# 自古而来"这种香
草被广泛使用于医疗上"茎和叶都可入药"其清新
淡雅的香气可舒缓身心" 从而起到促进睡眠的效

果#另有电视剧%电影%诗歌等以此为名"在很多年
轻人心目中"薰衣草富有浪漫诗情画意#

符永康说"在香世界庄园中"培植有&'多个
品种的薰衣草" 都是园丁们花了&$年心血筛选
出的最适应在海南种植的品种# 薰衣草是一年
生草本植物"花期很长"养护很简单#在海南"薰
衣草开花至)%$月份一般会整株干掉"但其根部
埋藏在泥土中"几个月后还会有新的植株萌芽#

符永康谈到" 法国小镇普鲁旺斯因盛产薰衣
草而名扬世界"只要去法国游览观光"必去普鲁旺
斯看薰衣草#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可借鉴普鲁旺
斯大种薰衣草的经验" 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发
展香花经济"让国际旅游岛变成一座&芳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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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由本报发起的&请为宝岛添新绿(

的爱心植树活动"龙仕发也踊跃报名参加"想带
家人一起参与植树活动#谈及环保公益活动"作
为国家公职人员的龙仕发说"&我是一个环保志
愿者"不抽烟"不喝酒+车子是最小排量"能不用
车就尽量不用# (

在万绿园刚建成时"龙仕发所在的单位响应
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倡导"将万绿园建成大家的
绿色家园# 每个单位都划了一片区域"种植了树
木# &那时候都是捐款种树"我捐了)'元"买了好
多树种# 现在那些树可能还在"但是具体位置已
经不怎么清楚了# (龙仕发说"曾经在万绿园植的
树"成为人们现在尽情享受的美丽风景"万绿园
也成为大部分海口市民散步和游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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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仕发说" 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做到节
能环保# 在节水窍门上也有一招"洗菜的水%空
调的水用来浇花"洗衣的水用来冲厕所#还在抽
水马桶水箱里放上一个矿泉水瓶"占用容积"减
少冲水量# 对此"很多人表示难以想象"但是龙
仕发说"这不影响上厕所#

在家里多安装双控开关" 比如卧室里面"在
进门处安装开关"出门就可以关灯+在床头也安
装开关"睡觉时也好关灯# 电灯%电脑%电视等开
关处都张贴有自做的&温馨提示("时刻提醒"家
人之间互相监督"并且口头约定有&孩子忘记随
手关灯一次"罚扫地一次+大人把空调调低于($

度"罚款)'元做改善伙食基金# 家中多用电风扇
少用空调"天热的话就少穿点衣服# (

在这种环保意识的影响下"('&'年"刚上小
学三年级的龙籍翰写了一篇,我家有&三辆低碳
车(-的作文"在广汽本田组织的&让孩子的天空
更蔚蓝(征文活动中获奖"一家人作为全国*'个
环保家庭之一" 受邀到内蒙古兴和县参与植树
活动"一家三口各自在沙漠边上种植了&'棵树"

并与当地的小朋友一起交流种树心得# 随后"与
其他*'个环保家庭一起到北京参观和游玩"孩
子也从环保行动中找寻到了快乐#

在+'&&年"龙仕发一家又参加了由中华环保
联合会主办的&绿动世园"创意自然(公益活动"在
专家评审和网友投票中都获得第一名" 并被评为
&十大绿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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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是太阳能最丰富的省份"太阳能的使
用不能只限于路灯方面"也可以用于家庭#家里
安装太阳能"热水供应有保证"可以不用电或煤
烧水#(龙仕发说"可能是生活习惯所致"但是这
些清洁能源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

龙仕发说"他们家每年都参加植树活动"在
白沙门公园和灵山镇都有家人种植的树# 由于
每年台风灾害频发"海岸受浸湿严重"需要多种
植一些海防林"树种上可选择木麻黄%台湾相思
树等"因为这些树木成伞状"根须深而多"可保
持海岸水土"也可以起到防风的作用#

&很多地方都在建设低碳环保智能小区"生
态海岛上"也应该倡导低碳建筑材料+新农村建
设方面"建沼气池%安装太阳能"就可以减少砍
树或烧煤#(龙仕发对于国家所倡导的低碳发展
模式有所研究" 提出要让更多的市民骑上低碳
自行车"用上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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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海口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
今年&两会(精神"全面实施,海口市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同意"海口市环
保局全面启动 ,海口市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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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

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围绕海口市 &加快

转型发展"建设幸福家园"打造.四宜/城市(主
要任务" 坚持生态文明引领和以环境保护优化
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坚持生态立市"

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总体目标是生态环
境始终保持一流" 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奠定扎
实基础#根据时间安排"该,行动计划-将在今年
$月底前完成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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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海口市环保局获悉"日前"省国
土环境资源厅印发,关于命名('&&年度&海南省
绿色社区(的决定-"授予海口市兆南绿岛家园%

海岸壹号小区&海南省绿色社区(称号#

近年来" 海口积极响应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关于创建&绿色社区(的要求"按照 &绿色社区(

创建的$个方面&%项目标内容" 认真组织开展

创建工作#海口市兆南绿岛家园%海岸壹号小区
创建绿色社区的基础好"积极性高"工作扎实"

环保配套设施完善"各项创建指标符合要求#下
一步"市环保局将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建立社区
层面的公众参与机制" 让环保走进每个人的生
活"加强居民的环境意识和文明素质"推动大众
对环保的参与"推进&绿色社区(创建活动深入
开展"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A"

Ë·ÌÍÎÏÐÑÒ

Ó¸¹º»¼½¶:$ÔÕ¿Ö\À%Á!Â·Ã&

!!"#$%&'"()*+,-##$./012"34

56789$ %

!"#"

:";<=>.#$+?.@AB"

$

C.

D4<EFG.(HIJ&!/K!LMNOP%'QR"(/S

7TUVWXYZ[\]^_`a2b"cdef!#$/0%

gh( i:

#!

j"<=>(/;kl#$mnopq.!rb

st"uvwx%yz2bkd{?|}!~�r�/0%";�

/{������k�"�(�(

!

16BC DEF

GHIJK !LMNOPGHIQ-"R

STUVWXYZ[\!A]GHI^_"

1�\×Ø8/Ù

'ÎÚÏÛÜ('8fÝ(

1�ÞßG

¾%1��!ÂßG$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