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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海。 黎乡。
山峦如黛霸王岭，

奇石林立棋子湾，古
老神秘黎乡情。

山海黎乡，纯美
昌江。 昌江黎族自治
县位于海南岛西北
部 ，依山傍海 ，不仅
是海南的工业重镇，
而且风光秀美，历史
悠久，具有绚烂多姿
的自然和文化旅游
资源。 近年来，昌江
开始以新兴旅游业
为主导，全力发展开
放型服务业，促进经
济社会结构优化升
级，加强对旅游资源
的开发。

山海呼应，风光独好

山。山峦如黛霸王岭。情道、霸道、天
道，如果你厌倦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城
市生活， 何不顺着霸王岭上这些绵长的
栈道尽情攀登，来一场淋漓精致的释放？
你也可以在某个美好的夜晚， 夜宿半山
腰的雅加山庄，听山风习习，感受卧后清
宵细细长的情境。 这里空气负氧离子含
量高，是著名的天然大氧吧。动植物种类
繁多，有黄花梨、见血封喉，还有世界四
大类人猿之一、海南独有的长臂猿，是现
有灵长类动物中数量最少、 极度濒危的
物种，目前仅存 20多只。

海。 天蓝蓝，海蓝蓝，如诗如画棋子
湾。 棋子湾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 46.2平
方公里，拥有 13公里长的海岸线。 这里
集蓝天、碧海、银沙、奇石于一身，目前仍
保留着原始天然景观。主要有棋子石、帆
船石、大角石林等，景区附近还有昌化大
岭万亩野生龙血树、峻灵王庙、昌化江入
海口风景带、赵鼎墓、古昌化城遗址。

黎乡。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
源富集，有皇帝洞，南尧河十里画廊、地
下仙宫、 仙女瀑布以及交错纵横的河
流、 满眼翠绿的高山和洪水村 153 间
船型茅草屋群落。 王下乡目前处于原
生态待开发阶段， 但王下乡独特的魅
力却吸引着自驾游客源源不断地前来
洞穴探秘、考察、观光旅游。

每到春季，木棉花如约而至，昌江
霸王岭下，七叉镇田间，木棉耸立，成片
怒放，红的似火苗，黄的似火焰，姹紫嫣
红，璀璨如烟花，似街市霓虹。 吸引全国
各地名人前来采风创作，留下了摄影作
品、诗歌散文、油画、歌曲等许多艺术作
品，也吸引大批观光赏花客。

海尾湿地公园、5.6 万亩芒果种植
基地……目前昌江有 205 个精品旅游
景点，棋子湾、霸王岭旅游区两个开发
项目被列入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
展规划纲要》规定的 17 个旅游景区和
度假区项目，开发前景不可限量。

底蕴深厚，特色独具

昌江是黎族自治县，黎族占全县总
人口的三分之一。 主要分布在王下、七
叉、叉河、石碌、十月田、乌烈等 6 个乡
镇， 居住地域超过全县总面积四分之
三。 在衣食住行以及生产生活等方面，
黎族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

在昌江众多黎族民俗文化中，黎族
原始手工制陶技艺和黎族传统住
房———船型茅草屋尤为神奇。

新石器时期的黎族制陶技艺，用粘
土为原料，纯手工凭感觉制作，露天低
温烧陶， 这些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的
主要特色。 另外制陶是黎族妇女的工
种，只传女不传男，有“女制陶男莫近”
的习俗，制陶时严防外人或男人偷看。
从挖土到制陶坯、烧陶，通通由妇女操
作， 男子一般只能做一些譬如砍树皮
和从火中挑陶器的杂活。

黎族船型茅草屋同样令人叹为观
止。 王下乡洪水村，较为完整地保留了
茅草屋群落， 堪称黎族传统建筑活化
石。 建造船形屋用的是茅草、 木料、竹
子、泥土等基本材料，屋内铺设自编的
席子，冬天暖和，夏天凉爽而少蚊子。

山兰米饭、山兰米酒、鱼茶、肉茶，
黎锦、黎歌黎舞以及黎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节日等等，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黎族文化。

神秘的王下乡钱铁洞，经中科院古
人类研究所李超荣教授等专家鉴定，洞
内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
期，距今两万年左右，比此前发现的三
亚落笔洞遗址早一万年， 与北京周口
店的山顶洞遗址属于同一时， 是海南
发现的最早古人类活动遗址。

此外昌江的民俗文化还包括：棋子
湾传说、军话民歌、昌城民歌、村话民
歌、峻灵王文化空间（峻灵王岭、峻灵
王石像、峻灵王庙）、传统民间谚语等
等。

全力打造旅游新格局

依托丰富的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
近年来，昌江加快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步
伐，开始大力开发旅游资源。 从地图上
看，昌江酷似一个哑铃，棋子湾、霸王岭
分别位于两头，中间是县城石碌。 根据
部署，昌江要打造一条“两区一带一中
心” 的旅游线路， 形成全县旅游新格
局。

“两区”指霸王岭旅游度假区和棋
子湾旅游度假区，前者以“森林氧吧”
作为招牌，后者突出“玩海”特色。“一
带” 是指沿棋子湾至霸王岭公路两侧
呈带状布局的一批景点，包括昌化、七
叉、霸王岭三个风情镇，山竹沟村、保
营村、苗村、苗圃村、宝山村、洪水村等
一批美丽乡村，海尾湿地公园、宝瑞森
林公园、海钢体育休闲公园、石碌矿山
公园、 峨港万亩生态农业公园等一批
休闲旅游公园。“一中心”指县城石碌，
将被打造成自然和谐的“山水石碌，乐
居福城。 ”

以此为支撑， 是昌江的品牌活动
“四大旅游月”，一是二三月份的“昌
化江畔木棉红”，二是五六月份的“芒
果飘香昌江情”，三是七八月份的“激
情玩海棋子湾”，四是十一十二月份的
“黎苗风情体验游”。

如今， 这一格局已从纸上走向地
上。 目前，投资近 10 亿元的棋子湾度
假区基础设施工程已经竣工， 区内的
酒店、“玩海”项目也在稳步推进。 一
批旅游风情小镇、 美丽乡村也正在推
进。

今年二三月，作为“四大旅游月”
之首的“昌化江畔木棉红”旅游月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 昌江采取了政府、行业
协会和旅游企业三方合作的运营模式
推行后，成功抢占了市场先机，初步树
立起“看木棉，到昌江”的口碑品牌。
一个多月实现旅游收入 5100 万元，同
比增长 52%；共接待过夜游客逾 10 万
人次， 而去年昌江全年接待游客量在
50万人次左右。

这为昌江今年全面掀起旅游第一
轮高潮开了一个好头，也预示着昌江旅
游发展的美好前景。 （由月）

芒果之乡欢迎您

芒果飘香昌江情

马上就到芒果飘香的季节，
准备一场芒果采摘体验游吧。 5
月上旬，“芒果飘香昌江情” 旅游
月活动将启动。

本次活动从 5 月上旬到 6 月
上旬（具体日期以果期为准）。 活
动期间， 游客可以欣赏芒果飘香
黄灿灿的盛景， 体验芒果园里采
芒果、品芒果的乐趣，参观芒果加
工生产流程， 观赏百年芒果树群
以及黎族传统习俗表演， 参与游
客互动和“芒果达人”知识抢答活
动以及“芒果王”擂台赛暨“芒果
王”竞拍活动，观赏昌江历年芒果
节活动情况和芒果书画摄影艺术
作品展览等。

活动将延续今年二三月的
“昌化江畔木棉红 ”旅游月活动
的模式 ，由政府 、行业协会和旅
游企业三方合作运营 。 活动设
计两条主要线路 ， 一条线路是
“ 品 芒 香—赏 黎 乡—‘ 森 ’ 呼
吸———洗肺之旅 ”，另一条线路
是 “ 品 芒 香—游 古 城—行 海
湾———乐 活 之 旅 ”， 涵 盖 霸 王
岭 、棋子湾 、昌化古城 、峻灵王
庙等昌江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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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芒果。

昌江霸王岭延绵的山脉。 理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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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昌江
县委传宣部提供）

硕果累累。

满载而归。 戴健伟 摄

诱人的芒果香。 杨镇 摄

昌江芒果飘香令人醉。 舒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