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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大自然、吃生态美食、住帐篷露营……

琼中鸭坡村：田园美景忆乡愁

鸭坡村17日举办
“萤火虫深爱派对”

正值琼中绿橙成熟季，鸭坡村举办附属活动
——“萤火虫深爱派对”，倡导人类爱自然爱万物。
鸭坡村作为琼中的生态村落，石木老宅成排，花草芬
芳，老树悠哉，蔓藤密绿，户户燕子筑巢，鸡鸭猫狗闲
庭漫步，人与动物及自然和谐相近。萤火虫既是生
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也是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故以
萤火虫作为鸭坡亮点推出。

【活动名称】琼中绿橙季—萤火虫深爱派对
【活动主题】若爱，请深爱
【活动地点】琼中生态村落—鸭坡村
【活动时间】 2015年10月17日15：00—21：00
【活动流程】摘橙—品橙—绿橙硬笔书法对联

—农家生态长桌宴—寻找童年的萤火虫
【活动人群】相亲男女/相爱情侣
【活动人数】限制人数50人
【报名电话】 86373517

（本版撰文：培琳 黎大辉 秦海灵）

金秋十月，又到了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绿橙收获的季节，省内自驾游
客、骑行游客、亲子游客及省外候鸟
度假人群等纷纷涌向琼中，在这里体
验绿橙采摘、农家生活和乡村美景等
各种乐趣。连日来，琼中“奔格内”乡
村旅游重点村之一的湾岭镇鸭坡村，
继国庆假期后，再次迎来一拨又一拨
的游客。鸭坡村以“云厨房”、“云露
营”为主题的农家生活乡村体验游，
如今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据鸭坡青年农场主周悦介绍，优美
的生态环境、有机生态的绿色美食和天
然清静的农村环境，成为了鸭坡村的重
要“卖点”。在这里，许多从大城市来的
游客如同回家一般，寻找心灵的“归
宿”。自从今年7月鸭坡乡土游开放以
来，鸭坡村已接待游客及参观人群超过
3000人次，过夜露营近850人。

交通便利生态美

鸭坡村地处海榆中线115公里处，中
线高速直达琼中的枫木互通、乌石互通区
域，与白鹭湖度假酒店隔田相望，交通十分
便利。从海口沿着中线高速驱车约1个小
时，在屯昌枫木出口处，左拐进入G224国
道行车7公里，便可到达美丽的鸭坡村。

古树、山泉、小溪、农田、人家……来
到鸭坡村的人，都会被这个古老的村落
所吸引。鸭坡植被茂密，一年四季空气
清新，可谓天然氧吧；许多民房民居保留
独有的石筑瓦房结构，具有很好的观赏
性；村民淳朴热情，民俗文化、红色历史
延续至今。

近年来，琼中县委、县政府以“富美乡
村”建设为抓手，结合鸭坡村的一草一木，
深挖历史、民俗等元素，打造出一个以田园
风光与红色文化相融合的“奔格内”旅游村
庄。今年，琼中县政府引进社会资本，开设
云厨房、云露营、云市集，为游客提供“吃、

住、行、购、游”一体化的乡村游体验。
目前，琼中县委、县政府还以琼中绿

橙成熟季节为契机，推出了鸭坡线等5
条“奔格内”绿橙乡村旅游线路。其中，
鸭坡线的骑行线路为“鸭坡村——白鹭
湖度假区——湾岭风情小镇——乌石茶
场”，该线路沿途景观主要有红色革命、
云露营、白鹭湖景、风情小镇、绿橙观光
园和云雾茶园等。

美味菜肴吸游人

“这里的每一道菜都非常有地方特
色，好看、美味、绿色、健康！”来自海口
的游客赵家鹏携带一家6口人来到鸭坡

“云厨房”过了一把“饕餮瘾”，他意犹未
尽地说：“物美价廉，人均50元左右就能
享受到高端饭馆才有的大餐，真值！”

鸭坡“云厨房”是云系列服务的项目
之一。“云厨房”的餐厅除了有户外餐桌，
还有木屋包厢、庭院、凉亭雅座等。游客
们可以通过APP进行预订菜式，由大厨

精心为你预备生态美食；也可以只预订
生态食材，到云厨房自己动手，来一场文
艺清新范的厨艺秀。（“云厨房”预定电
话：86373517）

“周总，我家的香蕉熟了，你们要
吗？”10月12日上午，鸭坡村一村民扛
着一袋子的香蕉来到“云厨房”。“要啊，
进来称一下看看多少斤！”

村民服务员黄海芳告诉记者，在鸭
坡“云厨房”所需要的食材几乎都是村民
所提供，如香蕉、龙眼、荔枝、黄皮、菠萝
蜜、椰子、杨桃和野菜等绿色有机果蔬，
还有土鸡、土鸭、土鹅、水库鱼等本地特
色食材。炒菜的油也是农家鲜榨的浓香
花生油，不用担心地沟油的危害。

“我们的菜系主打本地特色菜肴。”
村民厨师长华南拿出一张“云厨房”菜单
介绍说，目前，湾岭鸡、仙草鸭、农家卤水
鹅、盐水浸水库鱼、土灶石磨豆花和野菜
等是“云厨房”的招牌菜。其中，湾岭鸡
取材于琼中湾岭镇墟放养的阉鸡，散养
于林间地头，其肉质充实，皮脆肉滑，入

口香嫩不油腻；仙草鸭选用本地土鸭和
琼中铁皮石斛相炖制，营养味美……

农家体验乐悠悠

走进鸭坡村，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
随处可见奇花异草，有三角梅、蔷薇、雏
菊、米兰、茉莉花和各种不知名野花，时
时散发出一股股清新的“农村味”。

而在鸭坡“云露营”小站，这种“农村
味”就变得越来越浓，因为这里有各种丰
富多彩的农村体验项目。

走在林间、树下、露营台等地方看
到，十几顶露营帐篷安扎在那里，似乎静
静守候游客的到来。每一顶露营帐篷木
台都有一个清新典雅的名字，如“昔暖小
栈”、“初见的温度”等，租一晚只需40元。

“这里还专设许多‘候鸟屋’，欢迎来
自北方的游客来过暖冬。”村民服务员指
着云露营基地旁边的树屋，说那边的客
房有椰林风情、古木栈道等配套设施，卫
生间、洗浴池配备齐全。

如果说云露营体验是鸭坡村的一大
特色，那么亲子游便是许多游客放牧身
心、找回乡愁的一大体验。

家长带孩子来到这里，教会小孩用
绿橙皮制作“小桔灯”、竹子风筝、竹蜻
蜓、木质陀螺等各种农村孩子玩的玩
具。另外还就地取材，利用村里废旧的
竹子、小木块，制作小房子、凳子等现代
家居小模型，同时，引导孩子们拾捡他们
父母孩儿时曾经的记忆：玩玻璃球和弹
弓，折叠纸飞机、纸轮船、千纸鹤，跳房子
等等，让生活在“方格水泥”的城市孩子，
体验农村小孩无穷的童年乐趣。

夜晚，带着孩子漫步于乡间林地，听
着鸟鸣蝉叫，看萤火虫忽闪飞过，然后伴
随着萤火虫的亮光入眠。

15日正式启动的《琼中绿橙直播间》
也落户鸭坡，直播间将不定期邀请全省
校园广播联盟成员来到绿橙直播间进行
播音主持及采访业务的培训，并不定期
举办全省小小主持人培训班，有主持人
梦的小伙伴们可以在此圆你“播音梦”。

鸭坡“云厨房”。 袁才 摄

鸭坡美食。 袁才 摄

鸭坡“云露营”小站。 袁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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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重视，农村干部大专
学历教育推进迅速

2010 年 3 月，由省委组织部牵头，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海南广播电视
大学联合下发的《海南省 2010 年—
2015 年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实施
方案》，从 2010 年—2015 年由省财政
投入经费、各市县财政配套资金支持
全省 4600 名村官大学生学习。这一
项目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各
市县委组织部指派专人负责，有的市
县还对参加学习的农村干部给予补
贴与奖励。

各市县领导非常关心“村官”学员们
的学习成长。多个市县的主要领导多次
来到海南广播电视大学看望学员，了解
学员的学习情况，给予学员们无比的关
心与鼓舞。

因材施教，农村干部综合
素质较快提升

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学校调整了
内设机构，设立了“成人教育学院”和“成人
教育学院党总支”，并鼓励“村官”们通过省
委组织部的“党员干部自主选学”管理平台
及学习资源平台进行“在线学习”，全面提升

“村官”们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
（一）创办业余党校，提升学员的政治素

养和基层组织建设能力
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和“村官”大学生

的培养要求，海南电大加大思想政治教育力
度，创办业余党校，成立了41个学生党支
部，做到基层组织的全覆盖。村官大学生踊
跃参加业余党校学习，在第一期毕业生中共
发展新党员近80名。

（二）创新课程资源体系突出“农”字特色
“村官”教育项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要

为农村培养科技致富能手、带头人，特别强
调学生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强调学生应该“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因
此，在人才培养中以“农”字当头，突出农村
高等职业教育特色。海南电大为提高教学
质量，抓住入学教育、面授辅导、网上教学、
实践教学、考试考核等五个关键环节，规范
教学过程，同时加强常规教学检查，保证教
学过程各环节的质量。来自陵水黎族自治
县的学员曾庆文说：“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
多年的干部，我一直向往着走进大学，系统
地学习专业知识，但由于工作单位是镇居委
会，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解决工学
矛盾。电大灵活的学习方式，丰富的学习资
源，为我提供了学习机会。我把学习时间全
都安排在了晚上，每天下班后都要认真学习
两个多小时，虽然减少了休闲娱乐的时间，
但过得特别充实，很有成就感。”

（三）改革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
改革教学内容，强调运用和实用。农

民学员文化基础相对薄弱，学习抽象的理
论知识存在困难，为使农民学员“学得会”，
海南电大在课程设置上突出高职特点，课
程不过分强调原有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
统性，基础理论突出“必需、够用”，“少而
精”，按照职业岗位的需要，讲解适当的专
业基础理论；针对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常见
问题，重点教授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四）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考核与
实践教学

“村官大学生”有近一半人年龄在30岁
至50岁之间，难适应以考查知识点为主的识
记型考核方式。海南电大对课程考核方式
进行了改革，加大了对考查学习过程的形成
性考核的比例，将学习小组活动、实验实习、
调查研究、作业等纳入形成性考核的内容，
形成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20%-50%。
并且根据课程内容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尝试
部分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农业推广》、《现
代农业新技术》、《小城镇建设》采用表现性

评价方式，如论文式试题、学习记录袋（文件
夹）、调查报告、分析报告或实验报告等。

实践教学是“村官”教育项目的重要一
环。打造田间课堂，在实践中学真本领。为了
不让学生在“黑板上种地，教室里养猪”，“村官
教育”的课程体系更强调实践性，依托当地农
业部门或种养殖大户，建立了一批教学实践基
地。教学实践课上，老师当场示范讲解，答疑
解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极大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五）搭建创业平台，鼓励学员创业带
领群众致富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为学员创业出谋划
策，鼓励学员创业带领群众致富，并积极为
学员搭建创业平台。特别是 2012年 12
月，海南广播电视大学组织海口、儋州、琼
中、保亭、五指山、白沙、陵水7个市县的24
名“村官”大学生，带着26个自主创业产品
亮相，向社会汇报展出。海南日报、海南电
视台等30余家媒体报道与转载。

注重效益，村官教育成效
凸显得到社会赞誉

学员通过系统的学习，政治素质和文
化素质得到较大提高，基层工作方法得到
改进，“村官大学生”培养成效初显。省委
主要领导评价该项目是“花小钱，社会效益
大的项目”。村官培养效果同时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关注与媒体的赞扬。半月谈、光
明日报、新华网、海南日报、海南电视台等
主流媒体进行一系列专门报道，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是将部分农民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基
层组织带头人。

二是增强了基层组织带头人致富的本
领，带领群众致富。

三是提升了基层组织带头人的科学管
理能力，改进了工作方法。

四是全面提升了基层组织建设能力，
使之成为农村基层建设骨干。

扬风起航，继续强力推进
第二轮“村官”大学生教育

为深入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型党组织
建设，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的能
力，引导农村基层组织真正把工作重心转移
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上来。省
委组织部非常重视“村官大学生”的教育工
作，部领导专门听取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汇
报，部务会议专题审议，联合省财政厅、教育
厅发文启动第二轮“村官教育”培养项目。
从2015年至2020年，通过全省每年选拔推
荐约1600名农村（社区）干部及工作骨干接
受高等职业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干
部队伍素质能力，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基层组织带头人，提
高农村（社区）党组织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
为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作为“村官教育”项
目的具体实施单位，将围绕人才培养目标，
重建师资队伍，改革学习形式、改革课程体
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努力使教学内容
更实用、更有针对性，教学方法更加灵活，
并且将充分发挥省、市、县具有教学功能的
实践基地作用，如优秀党组织建设基地、生
态文明村基地等，使村官学员乐学、易学，
同时切实解决好“村官大学生”的工学矛盾
问题，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努力把“村官学历教育项目”打造成
为我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品牌。
可以预见，6年后，海南农村干部队伍的整
体素质将实现较大提升，对提高基层组织
建设水平、新农村建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 （文图/小云 轩言）

强基之策 富民之路
——海南省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工作纪实

农村发展需要带头人。2004年，教育部以广播
电视大学为主体在全国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旨在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将高等教育送到农村，为
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

2008年，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利用教育部、中央电
大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在昌江、文昌、五指山、
琼中四个市县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后备干部中开展大
专学历教育取得较好效果。2010年3月，由省委组织
部牵头，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海南电大下发《海
南省2010年—2015年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实施
方案》，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拓展为“农村干部大
专学历教育”项目，（简称为“村官大学生教育”），为海
南农村培养基层组织带头人和群众致富带头人“双带
头人”。截至2014年10月，已有5257名村官大学生
参加学习，3312名学生顺利毕业。“村官大学生”教育
项目开展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海南电
大精心组织实施，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第一轮海南
省农村干部大专学历教育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