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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宜，相宜，宜人。
相宜。 屯昌位置独特，是海南岛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交通枢纽。 借此优势，海南中部综合农产品交易市

场———农博城的建设很具战略眼光。屯昌生态环境优美，花果飘香，湖光山色，相得益彰，适宜打造水陆空立体
景区。

宜人。 屯昌天然属于体育的乐园。 由于有着丰富且独特宜人的自然景观，乒乓球联赛、山地自行车赛等诸多
精品赛事也纷纷落户屯昌。 眼下，屯昌正瞄准自身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开创旅游新格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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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海南丽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户外爱好者陈玉萍来到屯
昌县木色湖等景区游玩后，惊讶地发现，现在屯昌除了水晶、雨水岭等
景点外，可玩的地方越来越多。

屯昌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让心灵放牧的好去处，重点打造了木
色湖风景名胜区、加乐潭旅游度假区、汇丰休闲农业示范园等 3个景区。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人物

旅游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 践 范 例 年 度 报 告 屯昌

路线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先 通讯员 邓积钊

田畴似锦民风淳
屯昌是海南岛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

交通枢纽，处于海南“田”字型高速交通
路网的中心位置，行车 2 个半小时可到达
海南任何一个市县。立足丰富的生态环境
和田园风光资源，屯昌将自己打造成“一
个让心灵放牧的地方”。

屯昌无海， 但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 这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田畴似锦，
花果飘香,民风淳朴。 屯昌意在做好以木
色湖风景名胜区、 加乐潭旅游度假区、雨
水岭文化教育产业园为龙头的休闲、旅
游、度假大文章。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定位为适宜
发展旅游度假区酒店、高尔夫运动、度假
公寓、水上娱乐设施、山地自行车运动、休
闲露营等产业项目的景区。加乐潭旅游度
假区以“田园野趣、山地健身、度假天堂”
为主题，其中以“山水休闲、漂流历险”等
为特色的家庭农庄度假区、水上运动和山

地健身休闲区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已启动。
龙州河生态休闲观光区、 羊角岭水

晶矿遗址旅游区、 卧龙山旅游度假区、
石峡海瑞祖居、 南吕岭山地探险旅游
区、洪斗坡白鹭鸟乐园、雨水岭避暑山
庄、 南坤民族风情旅游区等， 都争奇斗
胜，充满吸引力。

今年屯昌重点打造琼北第一峰邀月
岭景区，这是一个水陆空立体景区，规划
为按国家 5A 景区标准建设，将建成海南
国际旅游岛琼北目的地。这里有全省唯一
的高山露营基地、高山滑草场地，还是祈
福婚典圣地、徒步登山比赛地、动力伞训
基地、山地自行车及自驾车营地以及养心
养生休闲度假福地。

体育赛事震名声

屯昌境内有丰富的体育运动资源，有
占地 298 亩的文化体育休闲公园和全省
一流的体育馆等。省乒乓球训练基地也落
户屯昌县体育馆，吸引山东举重队到屯昌
集训。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还是天然的山地
自行车赛道。 景区内的木色湖和雷公滩

湖，两湖南北相距不足 2 公里，湖面高差
却达 92 米， 围绕两湖山岭环抱， 群峰叠
翠，形成高山平湖特有的景观。 经有关专
家勘验，延伸在青山绿水间蜿蜒盘旋的小
道符合山地自行车比赛赛道要求，是天然
的山地自行车运动赛道。

每年 3 月，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都
会在屯昌举办。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
管理中心自行车部部长韩继玲说，屯昌气
候好，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展自行车运动。

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的举行，极
大地提升了屯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山
东队的李富玉、 云南队的史庆兰等自行
车名将都表示， 全国山地自行车冠军赛
屯昌站赛道是国内最美的， 赛道两侧的
景色非常迷人。

系列活动引来众多游客，去年屯昌全
县接待游客 29.4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985 万元 ， 分别同比增长 52.3%和
85.9%。

分管旅游副县长孙成银说，屯昌通过
精品赛事提升知名度， 打造文化艺术新
城，先后策划组织一系列体育赛事，除山
地自行车冠军赛外，还有乒乓球超级联赛
等。 县文体部门策划 6 条休闲自行车线
路。 政府投入资金购买一批标准公路山地
自行车向广大自行车爱好者出租， 市民、
游客凭身份证可租赁参与各条休闲线路
的骑游。 屯昌将由此成为“自行车运动休
闲”县。

发展旅游后劲足

“发展旅游经济，屯昌后发优势非常
明显。 ”县旅游委主任陈光明说。 他所说

的后发优势，除了大量尚未开发的旅游资
源，还有逐渐通畅的交通网络。 随着“十
二五”期间海口、五指山、万宁、儋州等交
通网络相继与屯昌联网，屯昌将一跃为海
南中部生态旅游圈的枢纽，其中海口至屯
昌的车程仅为 40 分钟。 借助区位优势博
采众家之长，将屯昌打造成中部旅游商贸
中心，是接下来努力的目标。

海南的各乡村、城镇和交通集散地都
各有其特色产品。能不能将其集中于屯昌
一地并将其打造成屯昌的特色旅游品牌？
建设一个海南中部综合农产品交易市场，
也就是农博城，是屯昌人选择发展壮大旅
游经济的“突破口”。

三亚火龙果、东方香蕉、儋州菠萝蜜、
白沙绿茶、临高海鱼、屯昌香肠、澄迈地瓜
等，都能买到。 “这太齐全了，好像整个海
南的水果都在这里。”6月 8日，在农博城
里的海南品牌农产品街，来自广州的自驾
车游客邱小静感叹不已。 这里，来来往往
的除了屯昌本地人，还有许多外地游客。

海南品牌农产品一条街已经吸引 18
个市县 200多个品牌产品入驻，是我省目
前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品牌最齐的一站
式农产品特色街。

去年，屯昌作为省会经济圈和中部生
态区的交汇点， 是中部生态经济区人流、
物流、信息流的必经之道，多年来的聚合
能量逐步释放，屯昌正在步入持续健康发
展的快车道。依托省会经济圈旅游资源和
消费市场，优先发展旅游、体育、文化创
意、物流、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提升
“服务化” 现代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
重。 屯昌的旅游经济即将破冰，迎来大发
展的新时期。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6 月初，记者在屯昌县屯城镇后久长
村看到， 整洁干净的水泥巷道贯穿全村，
将屋舍和篱墙连接在了一起，路边花草芳
菲、清香扑鼻。村庄的中央，有序排列着文
化室、广播室、排球场、健身场。 孩童在操
场上嬉戏，老人在树荫下闲谈，其乐融融。
村前旷地，阡陌交错，果蔬飘香，红绿相
映，牧童欢笑，农人忙碌，好一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这是屯昌县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说起屯昌美丽乡村建设， 不得不提到
一名退休干部， 他就是现年 63 岁的李孝
儒。李孝儒曾是县农业局的一名干部，退休
后，变得更加忙碌，时常奔走在屯昌各个村
庄，指导村民建设文明生态村。他每天都是

工作日，没有休息日，甚至没有稳定的住
所，常常是拎着衣服，走到哪个村，住到
哪个村。 在他心里，安逸的退休生活不
值一提，义务指导村民规划建设文明生
态村才是最重要的。 村民们都叫他“乡
村规划师”。

日前，李孝儒在屯城镇加参村指导村
民建设活动场所，他一边和身边的村民商
议篮球场怎么建， 乒乓球台要建多高；一
边又扯着嗓门指导施工，“挖深一点，再
多挖一点……” 他介绍， 以前村路很难
走，一下雨就积水，现在好了，村里的主干
路修好了，全长 1.5 公里。

李孝儒告诉记者，如果下雨，他就戴
斗笠，穿旧胶鞋施工，除非下大雨，才会停

工休息一下。 “只要有村庄需要规划建
设，我就马上赶到需要我的地方。 ”

每年李孝儒都会指导建设 20 多个
文明生态村，多年来他共指导建设了 480
多个村庄。 “村里变得干净整洁，村民们
开心，我就高兴。 ”李孝儒说。

屯城镇千秋山村原是一个脏乱差的
村庄，李孝儒直接住进村，指导村民规划
建设。 李孝儒甚至出钱购买沙石、 花木
等，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千秋山村面貌焕
然一新， 成为屯昌县文明生态村示范点。
“后久长村、黎珠园、逢田、茶山外村等，
都是我参与完成的。 ”他如数家珍。

屯昌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说，几乎
所有的文明生态村李孝儒都参与了规划

设计，是一名地道的农村规划师。
“老李一来，我们建设文明生态村

就有了信心。 ”南坤镇深田坡村村民张
太成说。

记者注意到，李孝儒所设计的文明生
态村并非千篇一律，每次都会先对所创建
村庄进行调研后，再根据村庄所在位置和
目前状况进行规划。所规划的内容主要包
括：村道排水管道如何布置以及村里的休
闲场所如何布置等。每个规划都尽可能做
到充分用好每一寸土地，少破坏树木。

据悉， 屯昌以打造中部美丽乡村为抓
手，实施村镇道路硬化、街道亮化、水源净
化、 村庄绿化等乡村美化工程， 开发观光
游、体验游、探险游、休闲游等一系列乡村
旅游产品； 培育和发展有机瓜菜、 种桑养
蚕、 百果园等一批具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农
业园区，探索开发建设集休闲、观光、体验
为一体的创意农业园。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生态美景
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洪宝光 通讯员 邓积钊

屯昌目前仍保持着原生态， 自然风
光优美， 吸引了众多喜欢原生态旅游的
游客。 游客主要以自驾游、家庭游、休闲
游、骑行游、自助游为主。

游客流连忘返

今年五一小长假， 来自陕西西安的
王祖亮第一次到屯昌游玩， 到木色湖风
景名胜区游玩后， 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
地方。 他和旅伴分别参观了海南琼崖革
命南田起义旧址———屯昌县西昌镇南田
村、屯昌美林湖、屯昌油画一条街、屯昌
农博城、 屯昌羊角岭水晶矿地质遗址公
园、汇丰休闲农庄、屯昌文体公园等，一
路对屯昌原生态美景赞不绝口。

今年六一期间， 来自海口某公司的
冯先生参加了在木色湖举行的 2014 年
海南露营大会暨首届环岛露营嘉年华活
动，第一次参观了屯昌羊角岭水晶矿，在
了解历史、认识水晶的同时，体验了一次
真正的探险寻宝之旅。 他说：“平时大都
呆在办公室里坐着工作， 借这次露营大
会远离都市和喧嚣，投入大自然环抱，呼
吸新鲜空气， 不仅对身体的疲惫得到放
松，种种的烦恼和压力也得到了释放，这
样的户外休闲活动真好！ ”

网友赞不绝口

游玩过屯昌木色湖后，网友“张掉
牙”用一首诗歌来描述木色湖。 在他看
来，木色湖的早晨，不时传来鸭子的扑翅
声，还有划过水面的白鹭，伴着早晨柔和
的阳光，在追逐，在嬉戏……到正午时，
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像给水面
铺上了一层闪闪发光的碎银……提到木
色湖的傍晚时，“张掉牙”觉得木色湖像
夕阳燃烧了天边， 映红了湖面， 披着晚
霞，醉倒在这湖光山色中。

网友“麦冬”觉得入夜的木色湖湖
水在月光、星光的陪伴下微微细语，像一
位恬静、温柔的少女。 一直以来“麦冬”
等网友都对木色湖充满感情， 喜欢木色
湖的朝阳、夕阳，喜欢湖边钓鱼、烧烤，喜
欢湖中泛舟，荡着双桨，推开波浪，飘荡
在水中。

网友“碧桃 77”觉得屯昌是一个美
丽的地方， 境内的木色湖风景名胜区依
山傍水，自然生态景观优美独特。

（本报屯城 6 月 16 日电）

借助区位优势，落笔休闲度假文章

心灵放牧到屯昌

用心用力用情 建设美丽乡村
——记屯昌县“乡村规划师”李孝儒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是省级
旅游度假风景区，地处屯乌高速
枫木互通西侧， 占地 36 平方公
里。 北望屯昌县城，南眺琼中五
指山峰和十里林海， 西倚群峦，
东临平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旅游发
展规划大纲和总体规划于 2009
年完成。 该风景名胜区依山傍
水， 自然生态景观优美独特，区
内有两湖， 一为木色湖， 湖面 3
平方公里；一为雷公滩湖，湖面
1.6平方公里。

现木色湖景区主要景点有
金鹿王国、海南省林科所实验林
场热带树木园、 金山民俗风情
村、银山瀑布、东坡石、铜鼓石、
鸡咀岭高山草甸等。

加乐潭旅游度假区
加乐潭旅游度假区位于屯

昌县北部，新兴镇境内，距离海
屯高速公路出口仅 2公里。 总规
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 拥有丰富
的山、水、林等自然景观，水岸线
蜿蜒曲折， 景区四周群峦叠嶂，
植被丰富，森林覆盖率高，无污
染，空气质量特优，是建设度假
农庄、公众度假休闲中心、高档
休闲度假酒店、高端房地产等项
目的最佳选择。

雨水岭生态艺术公园

雨水岭生态艺术公园位于
屯昌县城西北侧，距县城仅 3 公
里。 规划面积为 20平方公里，整
体地貌特征呈两山夹一谷态势，
雨水岭、多六岭、深坡岭、深田水
库是公园里的视觉焦点，开阔的
水面、山体构成了自然的开敞空
间。 深田水库呈半月形镶嵌在绿
山翠野中，湖水如碧玉，青山若
翡翠， 占尽了热带山水的秀色，
分外动人。 水库里有两个半岛，
宛如两把绿色的巨伞。

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

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规划
为以香草种植产业为基础、集芳
香养生、慢活野奢、公益事业四
大核心要素的生态、创意、精品
文化庄园。分 6大板块：“芳香文
化观光板块、 芳香慢活养生板
块、双车野趣体验板块、综合服
务中心板块、 新村改造板块、主
题观光游览线路板块”。

（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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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一日游线路
海口

屯昌县游客到访服务中心
（侯臣咖啡文化园）

木色湖风景名胜
（枫木鹿场）

汇丰休闲农业示范园
（午餐）

羊角岭水晶矿遗址

水晶加工博览中心

油画步行街

农博城
（海南品牌农产品展销街）

返海口

（洪辑）

景色优美的木色湖风景名胜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特色的生态环境使屯昌成为山地自
行车赛的乐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