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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陨石坑里淌出，

汇成了如此的波澜壮阔。

在那起伏的山峦行走，

决意要奔向那漫漫长河。

南渡江，
母亲的乳汁，

美

之

儿孙的外婆……

[壹]

理念

流不尽，
琼岛的泪，

奔腾着，
天涯的歌。

数不尽，
潮起潮落，

何惧它，
百般折磨。

一条蜿蜒的大河，

流淌着一首激越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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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江（澄迈段）水上生态旅游启航特别报道

澄迈县科学决策，
经历九年酝酿，
启动南渡江生态旅游开发——
南渡江澄迈段风光如画。

桨橹浅唱青山黛 八方游人且高歌
开发南渡江
振奋一方乡土
■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符君
“9 年前澄迈县委的决策和扶助，彻底
改变了龙江乌什村人的命运！”澄迈县金江
镇太平村委会主任陈焕日目睹他的家乡变
化，
感喟不已。
南渡江金江段岸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古
村落，叫“龙江乌什村”。它的特别在于，一
个小小的村落，环村天然生长着 300 余棵
见血封喉树，拥有古渡口、龙王庙，以及深
达 27 米的龙水潭，且还是琼崖革命时期的
红色据点。然而，这样一个古村落，也因为
久藏深山人未识，土地贫瘠，在解放后一直
处于贫困状态。
陈焕日是土生土长的龙江乌什人，在
他儿时所有记忆中，县里对这个村落的评
定一直是“特别贫困”。这在长大后他担任
村干部进行村民收入调查时有了进一步的
核实和佐证，
“2005 年之前，我们村的农民
年人均收入不足 800 元，现在看来都低得
有些不可想象。
”
龙江乌什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地薄而路
不通，村里数十年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
都是泥巴路，
遇到雨天，
村里的人出不去，
外
边的人也进不来。陈焕日记得念中学时，
不
知有多少次，大雨过后进村的土坡积满了
水，他连家都回不去。中学毕业那年，他自
己扛起锄头，在村口挑石填土铺路，感动了
不少人，大家也跟着干，垫起了一条曲曲绕
绕的石头路。因为这小伙子有股干事的劲
头，陈焕日后来成了龙江乌什村的“带头
人”
。
“2005 年 ，村 里 人 第 一 次 见 到 了 县
长。他来我们村挂钩帮扶，跟农民长谈，说
什么也要帮着大家脱贫，扔掉‘贫困’这个
难听的字眼。”陈焕日回忆，那时正值各地
文明生态村建设，像龙江乌什拥有这样良
好自然条件却没有脱贫的村庄，牵动着县
委、县政府关注的目光。陈焕日还记得，时
任县长的杨思涛第一次到村口，大伙你一
言我一语地说，这些年路太难走了，有路，
村里人才有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杨思涛二
话没说，带着工作组就扎下来，筹集 20 万
元买水泥砂石，村里人投工投劳，没日没夜
地 干 ，不 久 ，环 村 3.2 公 里 的 水 泥 路 建 成
了！”
此后，杨思涛真成了龙江乌什村人。
他发动大家种橡胶、槟榔，并且第一次将目
光投向了南渡江，号召村民组织起来借江
生财，把村里舞龙、赛龙舟的传统技艺展示
出来，
说这是江文化的生动体现。
陈焕日感叹，
“ 转眼 9 年过去了，村民
的收入由当初的 800 元，提升到了如今的
2500 元。当初的县长，如今的县委书记，
仍在我们这里挂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杨书记告诉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南渡江资
源，做好水的文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村
民的心都被说亮堂了。
”
踏实肯干的陈焕日在去年换届选举
中，当选太平村委会主任，他如今带领龙江
乌什等 5 个自然村数千群众，为发展美丽
乡村生态旅游而努力着。海南日报记者再
次踏访龙江乌什村时，原生态的农家乐茅
草亭下，陈焕日正和村民们一起装修饭堂、
一起“试菜”，他露出朴实的笑容：
“ 农家乐
很快开张了，欢迎你们来，看看江畔的古
村，
品品农家的饭菜！”
我们看见农民对好日子充满期待的一
张张笑脸，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流。
（本报金江 9 月 1 日电）

■■■■■

■ 本报记者 杜颖 特约记者 陈超 实习生 符君

初识南渡江
澄迈县对南渡江之美的认知，源于 2005 年
文明生态村建设。挑选试点村建设时，时任县
委副书记、县长杨思涛关注到南渡江畔有个“不
起眼”的革命老村——龙江乌什村。这个小小
村落不仅“不起眼”，还“特别贫困”，农民年人均
收入不到 800 元。
“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落后村改造好，对于
全县来讲都具有示范效应。”
龙江乌什村村民李国锦记得，2005 年县长
第一次来村里，就被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给围住
了。多年在基层、喜欢跟农民打交道的年轻县
长，
听到农民对他讲
“老百姓愿意投工投劳，
你说
咋干就咋干”
时，
心里涌起一股热气。
“我们能体会到老百姓对县委、县政府工作
的 支 持 ，还 有 农 民 最 真 实 纯 朴 的 愿 望 —— 致
富。”杨思涛从此跟这个小村“结缘”，一挂钩帮
扶就是 9 年。
“蹲点”在江边小村，彼时金江镇还没有建
设滚水坝，南渡江江面浅显清澈，岸边风光旖
旎，一流的生态环境，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
记。
不久，龙江乌什环村的水泥路建成了，路旁
种起了橡胶槟榔，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龙王庙诉
说着悠悠往事，周围数百棵奇特的“见血封喉”
树令人赞叹，县委干部们和村民一起站在南渡
江古渡口前瞭望江面，极佳的生态陶醉人心，原
来南渡江是这样的美……

首度引入开发未果
这种对南渡江的初步认识，起初并没有与
开发价值联系在一起。
2009 年，已任县委书记的杨思涛听农民
们无意中讲起，从龙江乌什村再往上游溯源，
风景瑰丽如画，这引起了他的关注。借了一支
小竹排，他和村民一起出发，跨过险滩，涉水
10 余公里，从龙江乌什一路到达九龙水电站，
第一次的江上探访，一个大胆的构想随即浮现
在脑海：
“ 如果能够对南渡江进行包装开发，让
两岸村庄受益，那对老百姓来说将是多么好的

事！”
记挂着这片美丽的江水，次年，澄迈县委组
成工作小组，由县委书记带队，第二次探访南渡
江，工作组从九龙电站继续向上游行至古石滩
电站，一路高山倒映水底，两岸鹭鸟齐飞，野鸭
嬉戏，500 多亩原生态的白沙滩在途经中兴镇
时出现，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一次，
工作小组成员记录下了沿途风光，制成了旅游
宣传片。
为谋划南渡江保护和开发，澄迈县初步设
定了高起点的引入门槛，先后邀请中国青年旅
行社和香港英皇旅行社等实力企业前来考察调
研。但对于处在初始状态下的南渡江到底如何
保护开发，
双方几经研判没有达成共识。
南渡江不是企业眼中的“香饽饽”，该如何
对待这样的资源？澄迈县经过谨慎思考后作出
决定：
“ 精心保护好珍稀的资源，不为招商而降
低标准，
条件不成熟绝不擅自开发。
”

整，澄迈县力邀山东荣德集团考察调研澄迈旅
游市场，这家旅游行业里颇具名气的开发型企
业，在看过了永庆寺、富力红树湾红树林湿地保
护公园、福山咖啡风情小镇等一系列旅游景点
后，最终被南渡江澄迈段百公里生态旅游带深
深震撼。考察团连续两次江上探访，彻底改变
了对澄迈旅游起初抱有的“资源不丰富、缺乏开
发元素”
的看法。
很快，7 月底，澄迈县与山东荣德集团就签
署长寿游包机协议，即从 2014 年“十一”黄金周
起开设包机航线，并由企业投入游船，启动南渡
江水上游试运营。
一方面积极引入大型企业合作开发，另一
方面，澄迈投入 3000 余万元泛邀国际知名规划
专家对南渡江及沿岸旅游进行规划设计，加快
制定《南渡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南渡江生
态旅游规划》，实现高起点起步，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金色水道进入开发最佳时期

搅动琼岛旅游“一池春水”

尽管有
“暂不开发”
的决意，
但澄迈县对南渡
“没有成规模的大型旅游资源，琼北旅游留
江的环境整治却加快了脚步。2010 年，澄迈县
不住人。”
“ 游人来海南，除了阳光沙滩大海，我
委做出了有关南渡江的两个重要决策：
一是利用
们还可以拿出什么吸引眼球的旅游产品？这关
社会资金加快古石滩电站建设，发电的同时，客
乎旅游产业发展的未来。
”
观延长南渡江水上游线路的长度；
二是加快金江
……
电站建设，该电站由县里投资，将南渡江水上游
从一支小小竹筏到动力游船，从 20 多公里
起始点
“拉伸”
至澄迈县城。
“拉伸”到 100 公里浅水江景，南渡江旅游资源
2011 年至 2012 年，两电站建设相继完工，
的开发，在海南乃至中国都是极为独特的。澄
其上游迈湾水库也作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建设
迈县委书记杨思涛五年六访母亲河，他认为，南
项目进入可研阶段。平缓稳定的南渡江水，勾
渡江（澄迈段）的开发，将改变外界对海南旅游
勒出了以金江码头为出发点，以九龙电站、古石
资源的整体看法。从此，除阳光沙滩大海的旅
滩电站为停靠驿站，以迈湾水库为终点，长达
游元素之外，海南还将有以南渡江母亲河为核
100 公里的成规模的观光路线。澄迈县委班子
心的森林生态旅游作为精彩看点。
成员第三次对南渡江澄迈全段进行了探访。至
而一直关注南渡江文化的海南大学教授周
此，经过多年的治理打造，从县城金江大桥码头
伟民也认为，南渡江开发，将改变国内外游人对
到迈湾水库，南渡江澄迈段百公里旅游资源已
海南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到三亚可以看阳光沙
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呈现，其开发建设所需具备
滩，到琼北可看南渡江母亲河，而从南渡江所蕴
的元素基本成熟。
育的深厚文化角度看，适时对其进行旅游开发，
这片金色水道，进入了等待开发的最佳时
让国内外更多游客了解南渡江母亲河在推动海
期。
南岛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将有
2014 年 7 月，为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调
积极作用。
（本报金江 9 月 1 日电）

荡舟南渡江，
悠享江畔好风光。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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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连线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

南渡江文化
源远流长
新石器时期，南渡江源头地区自然生
态环境已非常适宜人类活动，海南岛早期
的人类活动，几乎都是随着南渡江整个流
域及其山川形态而变迁的。溯源这悠远的
历史，作为南渡江的中游段，澄迈县将南渡
江及两岸旅游开发作为县域经济结构调整
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着眼点，这是难能可贵
之举。
物种的更替兴衰，自然奇观和风采，在
南渡江河流及两岸几乎都能找到生动的呈
现。南渡江不但蕴育了独特的本岛黎族文
化，更是中原文化传入海南的路径。从文
化和历史角度来看，秦代灵渠的开通，和汉
代楼船的营造，使得中原文化从湖南，经广
西，传入岭南地区，再到海南时，正是经南
渡江进入琼岛腹地。汉族先进的生产技
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风俗给海南本岛带
来了巨大的变迁。而到了唐宋时期，贬官
文化也与南渡江流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
联。明清时期广东沿岸通商条约的签订，
客观上刺激了琼北地区的贸易，进而使得
南渡江中下游地区实现了开发。
且不论历史名人苏东坡在澄迈登岛，
《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原文化多通过古渡
口、古驿站传入海南，澄迈现存的古驿道也
正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佐证。
我们看得见，随着海南岛历史发展而
发展的南渡江社会史，是一部宏大的篇章，
南渡江也是养育海南各族儿女的伟大母
亲，它所蕴藏的巨大文化价值，集中体现了
先辈的智慧，琼岛反抗外来压迫的精神，以
及当代人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胸怀。这些
文化精髓，都可以在追溯南渡江悠久历史
文化的过程中去挖掘、去找寻。
本报记者 杜颖
（本报金江 9 月 1 日电）

■■■■■

平缓稳定的南渡江水，勾勒出了以金江码头为出发点，以九龙电站、古石滩电站为停靠驿站，
以迈湾水库为终点，
长达一百公里的观光路线。

金江镇太平村委会主任陈焕日：

泛舟南渡江，
眼前映照的是一汪纯净，这一面宽阔的江水，是百万年陨石坑中流淌出的遗落在琼岛的清澈记忆。
就在这金色江流之畔，澄迈人叫响了新兴工业，打出了品牌农业，如今他们又开始了新的思考：什么，是澄迈值得打造和依
托的第三产业的未来？
2014 年 7 月 16 日，在澄迈县委的科学决策下，澄迈率先于全省拉开南渡江生态旅游开发的序幕。这场规模浩荡的“海南母
亲河，世界长寿江”生态旅游建设构想，向人们释放出一个讯号：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澄迈县以旅游业为龙头拉升第
三产业比重，探索性开发内河航道，打造旅游产业“升级版”。有学者指出，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这一信号，无疑是海南旅
游产业的又一次
“破冰之旅”。
南渡江旅游开发设想的正式落地并非一时兴起，它包含了澄迈长达 9 年时间的酝酿筹划，
也走过几多波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