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山荔枝上线
3天卖 3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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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辉)商报记者从 5月 15日上午
海口农业农村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在海
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召开 野聚划算卖
空海口火山荔枝原产地战略发布会冶
上获悉袁 海口火山荔枝已上线淘宝聚
划算袁5月 14日至 17日袁聚划算将在 3
天内通过产地直供模式袁 计划卖空至
少 300吨海口火山荔枝袁 让全国的消
费者领略海口优质火山荔枝的风味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发布会后袁在吉尼

斯世界纪录官员的见证下袁 来自海口
的 12名采摘能手进行了 1小时采摘
最多荔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挑战遥1
小时时间内袁12 位果农共采摘超过
700公斤荔枝袁 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遥 据悉袁 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
荔枝相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遥

爆料人王女士告诉记者袁她
的孩子就读于澄迈二中高三年
级袁 学校从四月初起开始了宿舍
楼厕所的改造工程遥 野现在都 5月
中旬了袁 还没弄好袁 马上就高考
了袁宿舍连洗手间都用不了袁怎么
住钥 冶王女士说遥

野洗手间装修严重影响了学
生们日常生活袁学习时间尧学习
环境都受到了影响遥 冶 王女士
说袁因为洗手间装修袁洗澡尧洗衣
服甚至刷牙洗脸都没办法完成袁
学校许多学生只能花钱在外面
租房子袁 或者开房间去洗澡袁浪
费大量的时间尧精力袁就因为学
校这个时候装修遥 王女士认为袁
高三的学生这个时候应该以复
习为重袁学校选在这个时候野大
兴土木冶不太合理袁可以将装修
放在假期袁而不是现在这个关键
时候遥

王女士认为袁 学校洗手间
装修没什么问题袁 但应该考虑
并规划好装修日记学生们的用
水问题如何解决遥王女士说袁针
对此事她也多次向孩子的班主
任反映过袁 但班主任却表示这
是学校的决定袁 他们也无能为
力遥 野一问什么时候能完工每次
都说这个星期这个星期袁 都过

了好几个星期了还是没好遥 冶王
女士无奈的说遥

一位同是学生家长的李女士
表示袁 她的孩子也是澄迈二中高
三的学生袁由于学校洗手间装修袁
家离学校又有一定距离袁 孩子每
天都只能买矿泉水来刷牙洗脸袁
有时不行就得袁 去老师家洗澡遥
野老是麻烦老师也不行啊袁孩子每
天都要想这去哪里洗澡袁 哪里还
能专心复习嘛袁学校给学上吗钥 冶
李女士说遥
针对此事袁记者联系上了学校

相关负责人王老师遥 王老师告诉
记者袁 现在洗手间装修工程已经
快完工了袁他也多次催促施工方袁
但由于这是归县教育局管的工
程袁 他说的话对施工方并没有太
大影响力遥 问及何时能让学生正
常使用洗手间袁王老师表示袁这个
星期内解决遥
随后袁记者将此事反映给澄迈

县教科局遥 党组成员尧县政府教育
总督学许邵俊表示袁 他将与澄迈
二中核实此事袁 并尽快督促校方
解决此事遥

澄迈二中是否真能在一周内
顺利完工袁 让学生们回归正常宿
舍生活袁让高三生能够专心备考钥
记者将会持续跟踪事态进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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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有两大源于本地的特色
美食袁却被冠名为野海南冶遥 一是海
南粉曰二是海南稀饭遥 海南粉已经
得到推广袁 被诸多游客获知而喜
爱遥但海南稀饭仍默默地摆在海口
人的饭桌上遥

记得小时候袁特别是在中午袁在
炎热的露天环境下工作或游玩的人
们袁端上一碗特殊料理的尧清冽甘甜
的海南稀饭袁配上咸鸭蛋尧萝卜干尧
腐乳或咸菜袁胃口大开袁即能补充水
份又能补充流失的盐份遥

海南粉是海口人节假日饭桌上
的主食袁 而海南稀饭则是炎热酷暑
中午的主食袁 也是海口人喝完白酒
后压酒的解酒好食遥

海南稀饭是介于干饭和粥之间
的一种米饭袁其特点是院米汤清冽甘

甜不带米油等糊化物袁 米饭为开花
透心的颗粒状袁温度为微热尧常温尧
冷藏三种状态遥 热的米饭放入常温
的水中出碗时为微热尧 放凉后出碗
时为常温尧 常温时加入冷藏水出碗
时为冷藏遥

海南稀饭的作法是院
第一步袁洗米遥这一步的关键点

是洗掉米表面的米粉袁 须用手反复
搓洗袁直到洗米水清澈为止遥

第二步袁煮稀饭遥水和大米的比
例是十比一袁 要求大米煮到开花透
心袁不可煮烂遥

第三步袁料理海南稀饭遥把煮好
的米饭袁 从热锅中用漏勺滤干水份
后袁 放入备好的凉水中迅速锁定米
饭中的营养遥 这样料理出来的米饭
会粒粒晶莹剔透可口遥

制作海南稀饭的大米需用海南
本地的四季米袁 煮出的米饭才能爽
口袁记住不能用粘米遥

料理海南稀饭袁水则是关键遥小
时候都是用自来水煮开放凉后备
作遥 当时海口的自来水主要采自地
下水源袁水质清冽甘甜遥

但是现在的自来水袁 主要采自
南渡江的地表水遥 口感清淡尧无味袁
且还要煮开尧放凉袁浪费时间遥 为料
理正宗的海南稀饭袁 找回儿时的味
道袁须使用海口本地的地下水源遥小
编经过比对袁选用在海口生产的尧具
备清冽甘甜特质尧 偏硅酸高的金盘
天然矿泉水袁料理海南稀饭遥可谓是
可口的海南稀饭袁 并可以马上实现
海南稀饭三种状态的吃法遥

海口的金盘矿泉水调配的海南

稀饭尧红树林的咸鸭蛋尧儋州的红咸
鱼尧龙门的萝卜干尧海口的红腐乳袁
成就了海南稀饭简餐遥不贵袁管饱又
解渴遥
海南稀饭的吃法袁 可谓五花八

门袁有放水多的袁有放水少的遥记住袁
吃海南稀饭的时间是炎热天气的中
午袁 配菜讲的是随心所欲袁 清心爽
口遥要问绝配的吃法袁小编可偷偷的
告诉您院微热的配咸鱼曰常温的配咸
鸭蛋曰冷藏的配萝卜干遥

朋友袁现在海南好热啊浴记得要
吃海南稀饭遥 用金盘天然矿泉水调
配的野海南稀饭冶袁甘甜尧爽口尧开胃尧
解渴遥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袁小编一口
气能吃上三碗遥
哈哈袁舌尖上海南好享受浴

渊广告冤

舌尖上的海南稀饭

宿舍楼厕所装修 家长学生意见大
澄迈教科局院校方尽快解决此事 澄迈二中相关负责人院一周内完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 摄影报道冤
近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接到一则爆料袁临近高考袁澄迈
二中的宿舍楼却开始装修改造起了整栋楼的厕所袁 学生的
宿舍用水成了一大难题袁就连刷牙洗脸都只能野奢侈冶的用
起矿泉水遥

医院门诊部擅自建设污水池？
业主院施工影响正常生活 秀英城管院责令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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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5日上午袁商报记者
接报赶到现场发现袁 工人正在
对污水池进行恢复原状工作遥
据报料人说袁 最近业主发

现袁在楼下有人施工建设污水
池袁 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袁施
工有可能影响到大楼的安全袁
所以业主向 12345 反映后袁秀
英城管等部门赶到现场进行
调查袁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秀
英门诊部表示不再继续挖
坑袁 但过后依旧继续施工袁让
业主颇为不满袁所以才向媒体
进行了反映遥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秀英
门诊部王主任在接受商报记者
电话采访时说袁 门诊部建设污
水池前袁 分别给小区物业打了
招呼袁 也向辖区居委会和城管
做了汇报遥

对于秀英门诊部王主任的
说法袁 商报记者随后电话采访
了秀英街道办城管中队一名姓
郑的执法人员袁 他表示秀英门
诊部建设污水池没有手续袁他
们中队接到业主投诉后袁 迅速
安排人员赶到现场进行查处袁
目前已责令施工队恢复原状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李兴民 摄影报道 ) 连日
来袁家住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 3号
标新广场的王先生向商报新闻热
线报料称袁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秀英
门诊部在建设一个污水池袁没有任
何手续袁 业主给城管部门反映后袁
施工队时而建设袁时而停工袁偷偷
摸摸袁严重地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
活袁希望媒体给予曝光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谢佳宁冤 5月 14日袁国际旅游岛
商报接乔女士报料称袁 三亚鹿港小区
居民受白蚁影响袁苦不堪言遥 14日下
午袁记者在现场看到袁有的住户家门和
水表等处被白蚁啃食遥据了解袁小区物
业已于 13日做过喷药消杀遥

5月 15日上午袁白蚁防治公司工
作人员再次来到该小区进行入户和
公共区域白蚁消杀遥 目前只有 9耀507
房家有白蚁 渊已预约两次不在家袁预
约第三次为本周六冤袁其他 59户业主
家为白蚁防治遥 物业计划 5月 18日
渊周六冤 对本小区公共区域进行全面
的防治消杀遥
专家提醒袁平时要注意预防袁白蚁

纷飞季要关好门窗袁 家庭环境一定要
保持干燥尧清洁袁不要长期堆积储存旧
书报尧 木质器具等白蚁筑巢繁殖容易
选择的地方曰 此外还要保证光照和通
风袁家里的木质家具要定期搬动检查袁
在白蚁飞出的地方做好记号袁 及时申
报袁由技术人员上门治蚁遥

白蚁“入侵”小区
居民家门框被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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