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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融。 融合，融洽。

融合。 今年以来，在琼海市委、市政府的主导规划下，“融合”成为相关产业继续发展的一大主调。 通过创新农旅融

合方式、增强区域融合以及把文化要素融入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 农旅、区域、文化与旅

游的进一步融合，不断衍生出新的附加价值。

融洽。 农民开起了农家乐，租地给城里人种菜……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更多游客来到这里驻足，双方融洽相处，

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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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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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践 范 例 年 度 报 告 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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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结合 区域融合 文化融入

融合创新看琼海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潭门回流创业者王振忠：

有思想的年轻人正在回来

人物故事

声音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去
年琼海“三不一就”新型城镇化取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保有原有势头
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在琼海市委、
市政府的主导规划下，“融合” 成为
相关产业继续发展的一大主调。 通
过创新农旅融合方式、 增强区域融
合以及把文化要素融入产业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得到进一步
巩固，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全市景区（点）
接待游客 14.9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2%

每天到潭门特色小镇的游客
从寥寥无几猛增到近 2000 人

国庆黄金周期间
游客接待量超过 5 万人次

博鳌镇日均接待游客 5000 多人
墟镇从业人员超过 3000人

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8.22亿元
同比增长 12.6%

其中第三产业产值 2.3亿元
同比增长 22.3%

农民人均纯收入 7935 元
同比增长 13.6%

� �
潭门镇社会总产值
达到 13.22亿元
增长 37.13%

潭门镇墟铺面
从原有的 100 多家
迅速发展到 456 家

增长了 3倍

潭门镇贝类工艺品商店
从 35 家发展到 310 家

约增长了 8倍

潭门镇工艺品商店
纯收入由每月 5000 元左右

增至每月 10万元左右

塔洋镇社会生产总值
达 9.35 亿元
同比增长 11%

塔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后
城区面积扩大 4.3万平方米

塔洋镇镇墟铺面地价
从 2500元每平方米

增长到 3000-3500元每平方米

塔洋镇村民转居民人数 500 多人
新增 16 户新房准备参与商业经营

（蔡辑 制图/张昕）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王仪

农旅融合 展现新模式

在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的嘉积礼都
村片区，前来旅游的人们经常被“乡村兰
情”这个诗意的名字吸引。 他们循着路标
走近一处宽阔的地带，发现这其实是一处
兰花种植基地。 45亩宽的大棚里，不同品
类的兰花，红得透紫，黄得似火，引得游人
争相拍照和询价。

正在棚内管理兰花的李昭鑫介绍，这
一基地由礼都村的利群蔬菜专业合作社
经营，合作社共有 6 人，大家按投入比例
分成。

“当初我们开始建设基地硬件时，政
府扶持我们的资金占总投入的 80%。 ”李
昭鑫说，现在基地里共有 11 万多株兰花，
供应市场已经扩展到北上广等地。 兰花按

品次分为 1.5 元 / 朵—4.5 元 / 朵， 以中
间价 3 元 / 朵、一株数朵算，每收获一批
总收入可达上百万元。

离“乡村兰情”不远的地方，就是
“私家菜园”。 这块占地 60 亩的菜园被
分成 600 份，由当地农民出租给游客，后
者出一笔租金可自种自采， 也可让农民
代种自己收割，但须交一定的管理费。

“我的地已经被游客给订满了。 ”
在菜地旁经营“龙寿传说”咖啡屋的老
板周学奋说，他在做咖啡生意的同时，也
从当地村民小组租了 3 亩私家菜地转给
市民种植，并雇用当地农民进行管理。 他
介绍， 每年他支付给村民小组的租金最
低也达到每亩 2000 元，而在此之前村民
小组的每亩租金收入仅为 300 元到 500
元。利用业余时间管理的农民将从每分地
获得 200元至 300元的管理费(工资)。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表示，作为琼海
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的代表，龙寿洋的农
业基地模式让农副产品产生附加值，拓宽
了农村内部的增收渠道，逐步引导农村第
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区域融合 有利产业互补

谈起潭门大桥通车，潭门海腾工艺品店
店主卢先生记忆犹新。“那是 3月 19日，那
天我还在自己店门口放鞭炮呢。 ”他说。

其实不仅是卢先生，当地许多店铺的
老板同样自发地放起了鞭炮。 他们知道，
他们迎来的是大批从博鳌过来的游客。

含引道总长 1236 米、 总投资近亿元
的潭门大桥开通，让博鳌到潭门的车程由
原来的近 1 小时缩短到 10 分钟左右，结

束了这两大明星城镇的分隔状态。 地域的
融合，有利于产业的互补。

“潭门的长处是贝类工艺品业、以海
鲜为代表的特色餐饮发达，短处是房地产
业和高端酒店基本没有。 ”潭门镇委书记
庞飞说。 “我们的房地产业、 酒店会议发
达，但购物、海鲜餐饮一块相对薄弱。 ”博
鳌镇委书记吴坚强说。

“如果游客单去博鳌，可能觉得没有
特别吸引人的购物和餐饮的地方。单去潭
门的话，又不能过夜。 现在这种状况改变
了。 ”庞飞说。

来自内地的王先生一家于 2009 年在
博鳌买房，每年都会过来这边居住旅行一
段时间。他表示，以前大桥没有通车时，他
几乎不来潭门；通车后，因为潭门的海鲜
既好吃又便宜，他便带家人经常过来吃。

潭门“郑家铺子”海产品店店主张美
鸾透露，大桥开通后顾客要比之前多 1 倍
以上。 “更路簿”工艺品店店主王振忠也
表示，目前店里顾客有八成以上是从博鳌
过来。 刚刚开业不久的“赶海人家”农家
乐的老板雷俊更是兴奋，他说，本家餐饮
相对高档，主要客源都来自博鳌的游客。

据了解， 博鳌每年的游客数量超过
300万人次。 在这一前景的“诱惑”下，工
艺品店原已密密麻麻的街道上仍然有新
店铺不断开张。 而前来潭门的游客中，也
有相当数量流向博鳌，这已经让博鳌的美
雅等地的乡村旅游受益匪浅。

文化调味旅游 释放新味道

如今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潭门渔
港码头都会异常热闹。 在这里举行的潭门

旅游工艺品展销会暨精品拍卖会，吸引了
来自岛内外的游客慕名前来。

会上，无论是用海贝雕刻成各种各样
的花鸟鱼虫、飞禽走兽，还是海南黄花梨
制作出活灵活现的八骏奔腾图、展翅高飞
的雄鹰“大展宏图”等工艺品造型，都留
下了当地海洋文化的印迹，吸引众多游客
驻足观看。 “没想到我们生产的作品能够
拍到这么高的价钱。 ”在一次展销拍卖会
上，符永贵的《锦绣前程》工艺品卖出了
70万元的价钱。

一个看似简单的展销会，却是琼海推
动潭门走上文化与旅游结合之路的一个
起点。 琼海市副市长孟维华介绍，潭门渔
民远洋航行和远海捕捞历史悠久，蕴藏着
“南海航道更路经”、“鲤鱼灯”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特色文化。 让文化和旅游相结
合， 才能更好地丰富潭门的旅游内涵，让
更多的游人在这里找到新的旅游体验。

深挖乡土文化， 增加旅游的吸引力，
已经成为产业打造中的一大主流趋势。

琼海各特色小镇新打造的咖啡馆，大
都以老式风格宅屋为基础， 运用老式相
机、陶缸、缝纫机等文化符号，加上地道传
统的煮咖啡法，营造出复古怀旧的气氛。

位于龙寿洋的多文村，除了农家乐及
农家旅馆等旅游配备，人文内涵的挖掘也
成为一道别有韵味的景致。原来粗糙裸露
的民墙，如今涂上了重孝道、重礼仪的文
化传承励志图。 古窑口的保存重建，让这
里保留了烧陶的历史记忆。骑行到这里的
游客，多了更多驻足的理由。

以文化调味的旅游，如今越来越展现
出美妙的味道，引来众多游客的探秘。

（本报嘉积 6 月 12 日电）

30 岁的王振忠老家在潭门孟子园
村， 是潭门超过 700 位回流民众当中
比较特殊的一个。 黝黑的面孔、炯炯有
神的眼睛、 敞开的领口下露出的文化
饰琏， 给人以一股文艺而有思想的气
息。

记者在他的“更路簿”工艺品店见
到他时，他身后正摆着一把吉他。 2008
年，他从北京的一家音乐学院毕业，之后
一直“北漂”，在乐队担任歌手，以演唱
和音乐培训挣钱。 “奔波比较多，追随自
己的理想，但生活也比较艰难。 ”他回忆
道。

“去年 5 月，我爷爷跟我说潭门变化

很大，建议我回家乡发展。 ”于是，他与在
海口一家防疫站工作的姐姐回到潭门开
了工艺品店，如今店铺月销售额几十万元
到上百万元。

“根据我的观察，潭门的整个经济发
展模式在转变当中，由传统渔业转向旅游
和工艺品业。 ”谈及如今的自在生活，王
振忠并没有忘记感谢当地政府。 他说，潭
门镇委、镇政府依托渔业资源打造工艺品
产业的眼光很独到，同时还出台了防止贝
类原料外流的措施，及时保护了店主们的
利益，而如今潭门大桥通车更为他带来了
从博鳌过来的众多游客。

“见过世面”的王振忠让人赞叹

的地方在于他的产品营销理念。 他说，
潭门各大工艺店主的品牌意识淡薄 ，
不利于长远发展，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
作出表率。 为作出特色、保障品质，他
坚持做自己的原材料加工厂， 请香港
的设计师对产品进行主题设计， 烙上
自己的牌子。

尽管并没有放弃音乐，但他的理想已
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转变，这体现在他的
“更路簿”店名上。“我爷爷用更路簿指引
过小帆船， 我爸爸用它指引过机动船，潭
门的很多渔民也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记
录不断丰富过更路簿，这是一种伟大而光
荣的传统， 代表了潭门人不断开拓的精

神。 ”他说。
身为潭门之子的王振忠，如今以发扬

更路簿为代表的当地文化传统为己任。 他
说，文化为地方之魂，能够为地方发展添
加正能量，正因此，他的工艺品设计常取
材于当地的渔民故事及生产用品，传达出
特定的文化内涵，向更多人士介绍潭门人
的精神。

据了解，潭门回流民众中，有相当部
分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在我的鼓动
下，在武汉的一个同乡哥们将回来加入我
们，”他说，“面对历史性的机遇，有思想
的年轻人正在回来。 ”

（本报嘉积 6 月 12 日电）

福嫂的幸福事业
■ 本报记者 蔡倩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中午，正是饭点，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里漫步的游客又见到袅袅炊烟， 闻到
一种引发饥肠辘辘的熟悉味道———福嫂
厨房农家乐里散出的农家饭菜香。而这，
已经成为田野公园里一道不可或缺的滋
味。

福嫂厨房的大厨王妹， 因为丈夫
黎文福被唤作“福哥”，她“福嫂”的
名头也被渐渐叫开了。 如今，在家门口
开办福嫂厨房农家乐， 就是她幸福的
事业。

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自开园后，来
此游玩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 毗邻田园
公园的嘉积镇礼都村委会多文村里，三
户村民一合计， 以福嫂为首合伙开起了
农家乐厨房。

“这里风景美，玩累了也可以边吃
边看，开农家乐肯定有前景。 ”福嫂颇
有经济头脑，瞅准了田野公园里的新市
场。

福嫂厨房、通哥厨房、柏记厨房，3
户村民的厨房一并，开起了“多文人家”
农家乐。 村民们就餐区打造成一个个亭
台，大门永远敞开，佳肴时刻准备。 只要
点好菜，游客便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在此尽赏田园共天水一色、金穗与落
日同辉的美景。

福嫂与丈夫一起开小饭馆十几年，
是一位资深厨娘， 平常小菜也能做出不
寻常的味道。 她在嘉积镇上、在上埇墟、
在村附近都开过饭馆，兜兜转转十几年，
最后选择了在家门口创业。

福嫂的菜，就像她的为人一样实诚。
曾有某网站前来与福嫂谈合作， 希望福
嫂提高菜价，在网上以套餐的形式销售，
并承诺给福嫂一定的回扣。 福嫂婉拒了
这笔生意， 她只说，“一桌菜，300 块就
能做得很好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不想收
太多钱。 ”

是龙寿洋滚滚的客源给了福嫂信
心。 周末与节假日时， 福嫂厨房总是宾
朋满座， 没有预约的客人甚至找不到空
位。 “要练好普通话，扩大厨房，再添几
个包厢。 ”福嫂踌躇满志地说起自己的
规划， 在龙寿洋田园里构想着自己的田
园梦。

（本报嘉积 6 月 12 日电）

5 月 8 日，在琼海市潭门镇的“赶
海人家”农家乐，夕阳下农民在收割水
稻，游客在农田边欣赏美景。游客度假与
农民丰收，相得益彰，各得其乐。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游客在琼海龙寿洋田野公园观光游玩。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希望政府扶持
吃上旅游饭

我们村就在官塘景区旁，但
以前吃不上旅游饭。 希望政府对
我们多加扶持， 铺绿道、 建农家
乐、做美化，把村子当景点推广出
去，让我们也跟着景区沾沾光！

———琼海市嘉积镇官塘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昭良

建议连片开发
龙寿洋咖啡驿站

经常来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散步散心，但觉得这里咖啡驿
站的咖啡有点贵， 比星巴克贵。
建议连片开发，形成市场化运营
模式，喝到实惠的农家咖啡。

———游客陈婉
蔡倩/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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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

琼海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形成了

休闲农业组织13家
省级休闲

农业示范点 4家
以餐饮为主
的农家乐2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