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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11 日上午，海南昌江县棋子湾畔，烈日当空。陶凤交和四位姐妹肩挑竹筐，朝着棋
子湾中角方向急匆匆走去。经过一番观察后，陶凤交在一片空地旁停了下来，不时用衣角擦拭额
头上的汗水。
“就在这里补种，咱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收工。”陶凤交转过头向身后的姐妹说。随行的姐妹
们摘去头上戴的斗笠，
弯下腰将竹筐里的木麻黄种苗一一取出，
挖坑，开始播种。
这样的画面在陶凤交的生命里已上演了 26 年。在她的带领下，海南一支“绿色娘子军”26 年
播种 338 万株木麻黄，
为近两万亩沙滩披上
“绿装”
，让昔日的荒漠变成了今日的海防林。

陶凤交带领“绿色娘子军”26 年种 338 万株木麻
黄，
昌江近 2 万亩沙滩披
“绿装”

“下半生还补种护林”

海口昨日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
秀英区
500 人种百余株椰子树
本报讯 昨日是我国第 40 个义务植树
节，上午，海口市秀英区三套领导班子成员
与来自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和青年志愿者等 500 人组成的义务植树队
伍，在秀英区蓝海街开展主题为“深化生态
文明建设，谱写美丽海南篇章”2018 年春季
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活动共种植椰子树
110 株，
完成绿化面积 1250 平方米。
挥锹挖坑、放苗回填、踩实浇水……在
植树活动现场，各单位按照各自划分的责任
区，挽起袖子扶苗、培土、浇水。据介绍，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纵深发展，特别是城市更
新“五化”工作开展以来，秀英区城市园林绿
化景观水平不断提升。
记者 苏钟

试验失败再试验，
茫茫沙地开始有点点翠绿
陶凤交的老家在临海的昌化镇，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曾是海南岛面积最大
最顽固的沙漠。每年一到台风季节风沙
肆虐，老人小孩不敢出门，村民将家里的
风沙清扫干净后，
新的风沙又来了。
海南省林业厅一位退休干部介绍，
这里曾是海南植树造林的重点区域。但
由于缺少海防林的保障，风沙不仅淹没
了附近村民的农田，周边群众也因沙尘
眼疾患病率一直居高不下。昌化镇不仅
日照强、气温高，而且连续 8 个多月的旱

季里，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两倍，流动的沙
丘上种树难以实现。
1992 年，外地一个老板承包了昌江
棋子湾段海防林的建造任务，请当地村
民去种树，工钱是 7 元每天。陶凤交和同
村的姐妹们便加入了造林大军。
陶凤交说，早年间丈夫意外去世，她
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种树只是为
了养家糊口。但是种了三年，成活的树
木寥寥无几。当初承包造林的老板无奈
选择放弃。这时，陶凤交却急了，
“3 年沙

漠不见绿，
我不甘心。”
1995 年底，陶凤交拉着同村姐妹文
英娥找到了昌江县林业局，承包下了“这
个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
继续造林。
在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的循
环中，陶凤交和姐妹们摸索出了土办法：
先种野菠萝固定住流沙再种木麻黄。此
外，她还把育苗的营养袋进行改良，通过
浸泡幼苗、增加挖坑深度、使用保水剂等
办法。在一次次的努力下，原本白茫茫
的沙地上，
终于开始有了点点翠绿。

肩上一筐树苗超过 130 斤，肩膀磨出了血泡
为了增绿，
“ 绿色娘子军”吃尽了苦
头。
棋子湾临近大海，没有淡水资源，陶
凤交她们只能在 5 公里外的水源地育
苗。育好了树苗，还得挑到海岸上去种，
陶凤交和姐妹们一人一根扁担，就这样
将 338 万株树苗用肩膀扛了过去。

“以前没有水泥路，一路过去全是沙
地，姐妹们舍不得花钱买鞋，干脆赤脚上
阵。”今年已经 76 岁的文英娥回忆，肩上
的一筐树苗超过 130 斤，姐妹们的肩膀
不仅磨出血泡，还赤脚踩在沙滩上，烫得
想哭。
“ 实在扛不住时，我们干脆将双脚
插到沙子里降温。
”

相比身体的劳累，同乡的误解让陶
凤交受尽委屈。因被误解种树占了别人
的土地，一位村民直接将臭粪泼在陶凤
交身上。那晚，陶凤交号啕大哭。后来
在当地主管部门的教育下，老百姓开始
理解海防林防风固沙、抵御自然灾害的
重要性。

为了护林，她带着俩孩子在沙丘上
“安营扎寨”
擦去眼泪后，陶凤交迈出的步伐更
加坚定有力。为了护林，她干脆在沙丘
上“安营扎寨”。每年除了大年三十和正
月初三回家，其余时间她都是领着孩子
在沙丘棚子里过。在这样的环境下，娘
仨靠着微薄的收入顽强地生活。
陶凤交的右腿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厘

中纪委通报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 20 起，海南 1 起
本报讯 3 月 10 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对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 20 起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行点名道姓
通报曝光。其中，
海南省通报 1 起。

米的伤疤。有一年台风来临，海水蔓延
到林地，尚未懂事的儿子非常惊慌。陶
凤交赶去救孩子时，一根树枝插破小腿，
鲜血直流。当时，陶凤交并未发觉，直到
带着孩子离开危险地带，她才感到隐隐
作痛。后来在医院缝了 45 针。
2010 年，昌江县海防林建设任务基

本完成，昌江县林业局统计，全县海防林
面积超过 5.2 万亩，而其中陶凤交和她的
姐妹们种了 1.88 万余亩，占全县海防林
面积的 36％。
如今，棋子湾一片绿洲，陶凤交和姐
妹们又主动加入了护林队伍，
“下半生还
要和姐妹们一起补种护林。
”
她说。

套取村集体资金用于个人开支
乐东县利国镇望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黎吉政被处分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望楼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黎吉政套取村集体资金用于个
人开支问题。2016 年 6 月，黎吉政在给村民发
放环境卫生整治误工补贴过程中弄虚作假，通

白沙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徐辉冠

涉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过虚增天数和人次，套取村集体资金 9800 元，
用于个人开支。2017 年 7 月，黎吉政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违纪所得被追缴。
记者 刘泽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白沙
黎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
任徐辉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
查和监察调查。 通讯员 王水良 记者 刘泽飞

美兰区
800 人植树约 400 株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美兰区委、区人
大、区政府三套领导班子带领区各职能单
位、灵山镇、各街道办事处干部、驻区官兵与
企业、学校师生及市民志愿者约 800 人在灵
山镇大林路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共种植秋枫
树约 400 株。
在活动现场，几人一组，有人扶树，有人
培土，有人浇水，有人加固种好的树木，彼此
配合默契，园林工作人员讲解植树要点并指
导大家植树。活动结束后，美兰区园林局将
组织专人做好新种树木的养护管理工作，确
保种一棵，
活一棵。
记者 钟起的

琼山区
500 余人植树 330 株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琼山区组织区
三套班子领导、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
职工及社会志愿者和广大群众共 500 余人，
分别来到大园路和儒蓬路，开展
“3·12”植树
节群众性义务植树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放苗、填土、压土，精心
栽种每一棵树苗，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劳
动，共种植树木 330 株，其中宫粉紫荆 200
株，重阳木 130 株。
“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树木
进行栽种，主要是因为重阳木的遮阳效果比
较好，适合作为行车道树木。而宫粉紫荆则
色彩艳丽，可以美化道路。”琼山区园林局局
长雷鸣说。
记者 钟起的

WESG 全球总决赛

今日开战

本报讯 经过 7 个多月层层选拔，第二届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WESG）全球总决赛
将于今日在海口拉开序幕。昨日下午，海口
市政府及主办方在海口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赛前发布会，
通报赛事情况。
世界电子竞技运动会（WESG）是由阿
里体育主办的全球综合性电竞赛会制大
赛。第二届 WESG 涵盖了《CS：GO》
《DOTA2》
《炉石传说》
《星际争霸 II》四大正式比
赛项目，增设女子组，总奖金高达 550 万美
元，同时在全球总决赛阶段加入《拳皇 XIV》
《虚荣》等表演展示项目。总决赛将于 3 月
13-18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记者 苏钟

海( 医)广

广告

第
[2018]
号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