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理收过的“礼物”

� � � 4月11日， 李克强在海口东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区考察生态环保工作。 在红树林边的渔村

里，一位老人递给李克强一支船桨，说为了保护红树林，自己不再打鱼。李克强说，

这把桨应该放进博物馆珍藏起来，向世人表明我们保护生态的决心。

这位送船桨给总理的老人，就是今年71岁的老渔民黄宏远。T02

国内

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送船桨给总理前

“我想了整整一夜”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发自海南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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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度高温！云南

气温直逼历史最高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在海南省会海口以东30公里有

一片红树林，延绵数十公里海岸线，

被称为海口之肺。 林子里生长的数

百种鱼类和软体动物， 造就了这里

“最美海鲜”的赞誉，却也给她带来

了毁灭性的灾难。

近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近送桨

老人黄宏远，走近东寨港红树林。

送桨之后

走哪儿都有村民对他笑

骑着电瓶车，戴着草帽，格子衬

衫扎在灰色西装裤里，腰间皮带夹别着

一只老款的电话———眼前的黄宏远比

电视上更加精神。 见到成都商报记者

时，这位71岁的老人正在演丰镇边海村

里十来米高的水塔下管理水管安装。

自从送了船桨给总理后， 黄宏

远就成了村里的大红人， 走到哪儿

都有村民对他笑，说他好福气。在澳

大利亚的女婿看见新闻时还不敢确

定， 立马打了越洋电话回家。“谁想

得到？都不敢相信。”老人乐呵呵地

说， 其他五个在外打工的儿女也都

打电话来向他祝贺， 准备周六一起

回家，跟父亲吃饭庆祝。

“这把桨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现在送给总理，这是乘风破浪、勇往

直前的桨……” 得知自己要代表村

民见总理后，这个“只读过初中，只

会抓鱼虾”的老渔民，把自己要对总

理说的话，想了整整一夜。

与演丰镇大多数只懂说本地话

的老人相比， 黄宏远的这口有点海

南腔的普通话算是“很溜了”。黄宏

远颇为自豪地说， 这都是他自己学

来的。2004年，黄宏远所在的村子在

当地率先创建生态文明村， 吸引不

少外地人前来，为了跟上时代，年过

60的他开始学习普通话。“看别人怎

么说，就记在心里。”黄宏远向成都

商报记者总结经验，“人家 （说）的

词，要是不懂，就问我小孩。”

“总理问我，你多大了？怕我听

不见，又凑到我耳边说。”黄宏远一

字一顿， 生怕漏掉一个细节。“我差

一点就流眼泪了。” 他说，“想不到

我这么老了，还能见到总理。”

打鱼28年

只剩那只木桨留作纪念

在黄宏远祖屋里一面斑驳的墙

上，钉着两颗锈迹斑斑的钉子，这是

以前挂船桨的地方。 二十多年不打

鱼， 黄宏远那艘两三块木板装的小

船，早已被海边的风浪打没了，只剩

下这只木桨留作纪念。 船桨送给总

理后， 黄宏远在原处挂上了一条红

布，说是代表吉利。

东寨港形状似漏斗， 四条河流

汇集港内出海，形成大片滩涂，孕育

了上千公顷的红树林。

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各种特别的

生物，红树林的海鲜也与别处不同。

“长在沙地的肉硬，不如我们这泥地

里的鲜嫩。”黄宏远说，这里的海鲜

是海南最好吃的， 他抬手向红树林

指去， 只见一只食指长的小鱼正在

淤泥里跳动， 鱼鳍的部分还长着两

只脚，“以前几元钱一斤， 现在要卖

40多元呢。”

由于红树林里水浅海产丰富，

也比出海打鱼更简单易行。

黄宏远从二十岁起跟老一辈人

学打鱼，一直打了28年。那时候没有

什么工具，都是用线钓，用手抓。“有

运气的话， 半天能钓个十斤八斤，”

而当地老师的一天工资才几元钱，

“不如抓鱼”。

在边海村临海处，是一片片虾塘，

一个个蓄水的方格连绵不绝， 足有两

三百亩，黄宏远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

里原来是村里最大的一片红树林。

相关资料显示，1975年冬，海南

农垦投入巨资，组织琼山、文昌、琼

海、万宁、定安5个县23个农场的近

万名职工， 在演丰镇周边进行了一

场规模宏大的围海造田工程。 这场

对1.1万亩红树林滩涂地进行的造田

大会战，最终造出8300亩新田洋。

“那时候砍红树林，村民都去参

加，砍了谁要就拿回家烧火。”黄宏远

说， 当时从红树林的这头看到那头，

只能看见一个个指尖大的人在蠕动，

而脚下倒地的红树，最大的有大碗口

那么粗。然而，海滩变良田的

目标没能实现。 因为土壤盐

碱性大， 这片滩涂之后改种

椰子，号称“万亩椰林”。之

后，由于不适合种植，又变成

“万亩海水养殖塘”。

黄宏远没有赶上虾塘兴

旺日子。20世纪末，红树林的

保护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林子里开

始不让打鱼了，只能去外海。后来，

黄宏远也放下了船桨， 进了造船厂

给年轻人造渔船。 从用桨划的帆船

到烧油的机船， 随着老一辈渔民的

退出，和打工浪潮的兴起，这里的渔

业慢慢褪去当年的光辉。“现在村子

里只有两百来人的， 顶多只有一半

人还在打鱼。”黄宏远说。

在东寨港出海口的海岸边，有

一片颜色稍浅的红树林，村民说，那

是他们种下的新树种。这两年，对红

树林的保护力度有所加大。目前，保

护区内58家咸水鸭养殖场均已搬

迁，2439.5亩现存养殖塘正在实施

退塘还林。

成都商报

： 送桨那天的

电视您看了吗？

黄宏远：

看了，我老伴儿

抱着孙子和我一起看的。她

边看边对孙子说，你看，阿公

现在高级了哦。（笑）

成都商报

： 当时您记忆

最深刻的是什么？

黄宏远

：总理问我，你多

大了，我说71了，总理你呢？

59了，总理说，你还是大哥。

我送桨给总理后， 说了一番

话，总理鼓掌，对我说“好

啊，好啊”。

成都商报：

您怎么想到

要送桨给总理？

黄宏远

： 镇里让我去见

总理， 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没

什么贡献， 就想说把这个桨

送给总理行不行。 这个桨我

挂在家里， 看着就想起我小

小年纪开始打鱼， 希望也让

总理有个纪念， 表达我们的

心意。

成都商报

： 为什么让您

去见总理？

黄宏远

： 镇上推选了18

个老人， 只有我一个人打了

满分。

成都商报

： 您对自己的

表现满意吗？

黄宏远

：可以吧。在场的

人问我会不会讲普通话，我

说普通话也行，海南话也行。

我觉得我讲普通话比海南话

好。领导听了都说，好好好，

就选这个老黄。

为什么是他

去见总理？

对话送桨渔民

茛

送桨背后

茛

保卫红树林 让我们放下双桨

曾经

渔网密密麻麻 “一天要砍好多树”

随着打鱼工具的改进， 红树林

的渔业越发兴旺发达， 单是边海村

就有700多人，八成以上都靠打鱼为

生。山尾头村40岁的陈姓村民记得，

他开始打鱼时，已经开始用渔网，开

始只有十来米宽， 后来发展到二三

十米，渔网的网眼也越来越小，小一

点的鱼大多也不用手钓了。 一眼望

去，东寨港里密密麻麻全是渔网。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陈伟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捕鱼对红树林的伤害主要是

生态方面的破坏。“网眼小，捕到的小

鱼就多，鱼类就不能生长繁衍。”陈伟

说，再到后来，出现的火车笼式渔网

（网呈竹节状），“连鱼苗都不剩。”

红树林的海鲜美名远播， 也吸

引了其他村镇的人前来打鱼。 为了

打到最多的鱼， 一些村民甚至使用

电鱼工具， 那些长长的像铁杆一样

的家伙往水里一放， 不一会儿就翻

出一大片白花花的鱼来。

红树林里除了鱼，还有螃蟹。螃

蟹最爱在红树林底下挖洞， 一棵树

下一般就一只， 两三个小时能抓十

来只。黄宏远说，因为林子太密，必

须得砍掉一些根才能进得去， 手伸

不进的地方也得砍，“有洞就砍，一

天要砍好多树”。

刮台风的时候， 渔民们把船拴

在红树林，风一刮船就往林里面撞，

一撞就是一片，“把红树林拉断的情

况也不少”。这里的红树林皮是黑黑

的， 但皮被剥掉， 就显出红色的肉

来， 就像人被磕破皮出了血。“所以

才叫做红树林吧。”黄宏远说。

现在

退塘还林 “只剩一半人还在打鱼”

脐橙

今年“两会”前，98岁

高龄的于都籍老红军钟明

委托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

赣县五云镇镇长明经华去

北京参会时给总理捎点脐

橙。“两会”结束后，明经

华还给钟明带来了总理的

100元脐橙钱。

漫画

今年“两会”期间，

李克强收到了合肥老乡

为他创作的Q版漫画形象

图，由安徽一名女记者交

到总理手中，总理接过漫

画说了声“谢谢”。

花生

去年7月，总理在广西

考察时， 收到了村民送的

两筐自家种的花生。 李克

强接过花生， 一筐递给自

治区党委书记说：“这代

表‘水’”；一筐递给自治

区政府主席说：“这代表

‘路’”，“我把水和路的

责任交给书记和主席了，

会记着刚才座谈时说的问

题， 我们共同努力把水和

路解决好”。

据新华网

4

月

11

日，黄宏远老人（左二）送给总理一支船桨 新华社发

黄宏远向记者介绍红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