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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1月 13日电（记者张靖超
特约记者陈家贞）日前，位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十月田镇保平村的海南七子山颐康生态
园基地挂牌，该项目将分四期工程建设，在
昌江打造一个集休闲、娱乐、度假、养老、亲
近自然为一体的生态园基地。

据悉，海南七子山颐康生态园基地由
海南浙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计
划投资28亿元，建设面积1147亩。一期
工程将于今年三月底至四月中旬进行建
设，预计投资7.6亿元，建设面积达260多
亩。第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国际护理中心、
星级酒店、国际交流培训中心和风情商业
街等配套设施。

昌江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
后，有利于推动该县的文化旅游展业，为游
客提供一个新的旅游目的地。

昌江将打造
七子山颐康生态园基地

赏绿看山亲近自然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渔家船儿出海早，朝披彩霞晚戴
月，洒下渔网唱渔歌，渔歌唱得满天
飞，鱼儿满舱，哩哩美呀，哩哩美……”
初到临高时，便被其优美的旋律和浓
郁的生活气息所感动。这种被称之为

“哩哩美”的渔歌，据说在当地民间已
传唱了上千年。

虽历经千年的世事沧桑，但经过
渔民祖祖辈辈不断地传承和发展，融
入更多现代美学的元素，现代人演绎
的“哩哩美”愈发熠熠生辉。2015年，
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上，大型原创民
族歌剧《南海哩哩美》惊艳亮相，不仅
一举夺得大奖，其优美动人的渔歌调
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海南省民间文化研究会会长王贵
章介绍，哩哩美最早起源于临高新盈
渔镇后水湾一带渔家妹卖鱼的叫卖
声 ：“ 卖 鱼（咧），大 家 来 买 鱼
（咧）……”，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
特旋律的渔歌，人们在赶海、织网、卖
鱼、恋爱、婚嫁、建房、上学、赶考、拜
年、迎客、送客等不同场合吟唱，以表
达感情。

“由于哩哩美以婚姻恋爱为主题
的情歌较多，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哩
哩美曲调仅有欢快的一种。”王贵章
说，事实上哩哩美主要的曲调就有5
种：一是唱吉，二是情歌，三是猜谜歌，
四是讽刺歌，五是怨歌。

“哩哩美中很多衬词有淳朴的乡
土气息，很有一番趣味。”临高民间艺
人戴志勇介绍说，衬词“哩哩美”是“姑
娘美丽”的意思、“乃马哩”是对方“美
如茉莉花”的意思、“妹雷爱”则是女方
爱男方的意思，这些都源于本地方言，
但放在歌曲中就显得别有韵味且意味
深长。

1977年，海南人民熟悉的作曲家
黄准也到临高新盈渔村采风，这位创
作了《红色娘子军连歌》《军爱民、民拥
军》等一批经典音乐的大师，听了哩哩
美后也大加赞赏，称其为中国最好听
的渔歌之一。

2007年，创作了《请到天涯海角
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名曲
的著名词作家郑南也到临高采风，在
充分吸收了哩哩美的音乐元素后，创
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山海哩哩美》。
音乐教育家杨余燕还把《哩哩美》编成
了初中音乐教材，并经国家教委审查
通过后，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0年6月，临高哩哩美众望所
归，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去年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上，大
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讲述了
在南中国海域勤劳善良的人们誓死守
护祖宗海的故事。

（本报临城1月13日电）

临高“哩哩美”：

渔歌鸥影伴潮归

本报临城 1 月 13 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记者从临高县旅
游局获悉，秉承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各项利好政策，2015年，临高共接待国
内 外 游 客 48.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约
22%，全县旅游总收入 1.95 亿元，同比
增长15%。

“2015年，临高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整治旅游市场，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营造旅游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
环境，同时加大了宣传促销的力度，促进
旅游业营收快速增长。”临高县旅游局局
长黄小平介绍，去年初，临高县积极参与
琼北办策划的“邀请您到海南琼北过大
年”旅游促销活动，使得春节期间游客接
待量同比增长65.8%，实现旅游收入1880
万元，取得了开门红。

随后，临高又先后组团参加了2015
年（第三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活动、琼
北区域旺季旅游产品线路新闻发布会、琼
北旅游安徽安庆营销推介会等系列宣传
推介活动，成功推介了临高丰富的旅游资
源、产品和路线等，临高旅游的知名度进
一步提升。

硬件设施建设方面，经过临高县委
县政府多年的努力，如今已建成五星级
标准的碧桂园·金沙滩、四星级标准的碧
桂园·小城之春、悦来登、椰风情以及金
牌海鲜公园等一批高档次的酒店和旅游
餐饮酒家、餐馆，旅游接待能力不断得到
提高；友联·中央广场、凭海临江花园、长
岛蓝湾主题文化风景度假区等项目也在
加快推进建设中；澜江文化公园、临高角
旅游度假区、龙波湾旅游休闲度假区则
已聚集一定的人气，每逢节假日，游客纷
至沓来。

目前，临高提出打造“临高旅游珍珠
链”项目，主体包括文澜文化公园、易经
博览园、临高解放公园、王佐故居4个大
项目，再从乡村特色旅游入手，将临高县
内的头神村、美伴村、雅新花卉、加禄村、
乐豪村、临高角、文庙、高山岭、彩桥红树
林等特色景点串联起来，形成有竞争力
的旅游线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休闲观
光和度假。

临高2015年
旅游收入近2亿元
同比增长超两成

面子美了，仅仅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第一步，澄迈在全面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中，不仅仅只是为农村村
民盖几栋楼，修几条路，栽几棵树，种
几株花，还实施“造血功能”通过发展
产业，转变发展方式，让农民增收致
富。

在省委、省政府按照“东优中特
西强”原则建设“美丽乡村”政策的
指导下，澄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一、通过实
施“美丽乡村”建设，优化乡村环境，

推动村庄整体发展；二、通过壮大村
民经济实力，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三、通过整治村庄生态环境，改善村
庄人居环境；四、通过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丰富村民精神文化。

在美郎村，村口美榔双塔前的
池塘里九品莲花绽放，黄、蓝、白等
颜色各异的莲花与耸立巍峨的双塔
交相辉映。这满塘的九品莲花不仅

为美榔双塔增添了吸引游客的自然
情趣，可食可赏的九品莲花是澄迈
引进的美丽乡村建设的致富项目之
一，通过项目发展让村民从中得到
经济和社会受益，使之成为乡村建
设的主体和推动者。

高效农业是澄迈的品牌产业之
一。未来，澄迈准备在乡村大力发
展高效高产新型农业，例如罗驿村

周边占地4000多亩的罗驿洋已经
完成了高标准基本农田改造，以新
型农业作为罗驿村建设美丽乡村的
产业支撑点。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改善了
乡村的基础设施，还引发了澄迈乡
村产业转型，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
和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乡村的“生态
优势”成为“经济优势”，农民致富路
子多了，赚起了“生态钱”“文化
钱”。

（本报金江1月13日电）

引入致富产业“输血”乡村

澄迈盘活乡村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火山岩古村落

水湄山畔串起美丽乡村游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李唐旭

新年伊始，在澄迈县大丰镇美文村里，千年树龄的古榕树和连体榕树
树荫浓密，乡村原生态休闲旅游公园环抱其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株三
枝椰子树，在讲解员的清朗讲解中揭开神秘面纱。

近年来，因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文物保护上取得了
巨大成效，澄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频频获得认可。近日，澄迈又被评为

2015年“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称号。
美丽乡村，幸福澄迈。近年来，澄迈按照“一都二中心三区四镇”的产业

发展战略，依托美丽乡村蕴含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咖啡文化等文化资源，
开始提出打造“美丽乡村带”，整合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城
镇化发展有机结合，绘就美丽澄迈新篇章。

西环“铁龙”从海口向西部延伸，
首站就来到具有“富硒福地 长寿之
乡”称号的澄迈县。澄迈山好水好，
土壤富含硒、钙、镁等有益矿物元素，
且综合实力强，作为海南唯一的“双
百亿县”，近年来，澄迈一直孜孜不倦
地在优势工业和高效农业外，寻求一
条实现经济腾飞、绿色崛起的新路子
——即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一直以来，海南岛西部热土上
隐藏着许多尚未广知的人文遗迹、

旅游景区。澄迈广阔的富硒地上有
着许多民风淳朴、特色鲜明的古村
落。这些古村落里隐藏着许多人文
遗存、民间传说以及淳朴民风民俗，
这些典雅敦厚的文化遗产因其交通
不便、宣传未到位等原因，仍有待挖
掘和创造价值。

2013年，澄迈开始积极谋划乡

村旅游资源开发，欲从美丽乡村建设
为突破口，盘活整个澄迈的乡村旅游
资源。为此，澄迈提出了建设福山至
桥头、永发至美亭、老城至白莲三条

“美丽乡村带”，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大力改善乡村交通路网、电网以
及环境卫生整治等基础设施。

2015年年底，三条美丽乡村带

建设完成。包括向阳村、罗驿村、大
美村、美郎村等13个美丽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3条美丽乡村带上的美
榔双塔、罗驿古村、李家祠堂、封平
约亭等人文遗迹得到了修缮与保
护，澄迈逐渐形成了一条探寻人文
遗迹，领略田园风光，品尝农家美食
的澄迈乡村游线路，深受省内外游
客欢迎。2015年，澄迈全年旅游接
待 350 万人次，旅游人次增长了
20%。

3条美丽乡村带联缀旅游资源

站在宽阔平整的村道上，隔着
树影婆娑的罗驿村长寿文化广场
遥望石狮威武、山墙庄严的李氏宗
祠，令人产生一种置身于涛涛历史
长河的错觉。映照过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的身影，数百年来书香文脉
不断——罗驿村，一个住着6000多
位李氏村民的古村落，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重新绽放历史文化的
魅力；

传统古村落是澄迈乡村宝贵资
源之一。2014年，国家住建部公布

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省
共有12个村落入选，其中就有9个
属于澄迈的火山岩石古村落。火山
岩石古村落中蕴含的中国传统乡村
文化已经引起了澄迈重视，从11年
前开始，澄迈就提出了保护乡村传
统民居、民俗等传统文化。

2013年美丽乡村建设开始后，
澄迈把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与规划

纳入乡村建设工作之中，对美榔双
塔、封平约亭、李家祠堂等这些散
落在古村落里的人文遗存进行了
维护修缮，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2014年，澄迈还从全县800多个自
然村中选中23个传统火山岩古村
落，整体包装成火山岩古村落群，
并正式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欲借
助申报世界遗产开展传统古村落

的保护与开发。
目前，澄迈县已经聘请了中国

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付
崇兰等10余位专家学者为澄迈申
遗“把脉”，专家组经过为期一年的
充分调研，已经初步完成了申遗论
证。专家认为，澄迈有充分的条件
可以将澄迈湾沿岸、南渡江流域的
火山岩古村落，以及火山岩古村落
民居石构建筑群申请列入国家级文
保单位，并申请澄迈火山岩古村落
世界文化遗产。

突出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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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新盈镇渔民唱起哩哩美。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肖国庆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
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这是宋代
大文豪苏东坡，当年登临儋州儋耳
山即兴作的一首五绝。此后，儋耳
山更加显得卓尔不凡。

如何让游客体验东坡先生当
年的情怀和生活？近段时间，儋州
推出《儋耳山文化旅游景区规
划》，将深度开发该地及其周边厚
重的文化旅游资源。在这里，既可
以聆听东坡诗词吟咏，又可以欣赏
发源于中北部地区的儋州调声，还
可以实地参与农耕生活。当地的

“东坡饼”“东坡鱼”“东坡香糕”
“东坡绵蹄”等美食，也足以让游
客们大快朵颐。

洋溢着东坡文化气息的儋耳
山文化旅游景区，有三个层面的定

位：一是海南省层面定位，联合定
安县文笔峰，打造海南省特色文化
旅游胜地，建海南省特色美丽旅游
示范点。二是区域层面定位，作为
海南西部旅游线路重要组成部分，
以及儋州市“美丽乡村”连片创建
示范区，将依托该市浓郁的人文氛
围，将东坡文化、道教文化、儋州调
声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以公
众需求为宗旨，构建琼西特色文化
旅游区。三是自身层面定位，按照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创
建一个多种旅游功能为一体的旅
游目的地。

围绕以上定位，此景区规划范
围为：东至光村镇晚翠村，南至木棠
镇荔枝头村，西至木棠镇洪坊村，北
至光村镇大老村。包括长老村、洪
坊村、长安村、高权村、道德村、墩打
村、赵宅村、大老村、流水村、晚翠

村、雅儒村、新地村、凤山村、荔枝头
村、美书村、振兴村等16个村庄。
其核心用地为儋耳山（松林岭）、雅
儒湖及周边农用地。

据介绍，儋耳山文化旅游景区
计划投资5.93亿元。按照“文化朝
觐+湿地公园、文化朝觐+运动休
闲、文化朝觐+生态农庄”的模式进
行开发，打造“隐于林、游于野、享

于道、乐于水”的多元文化休闲生
活，并将周边乡村纳入总体考量，
提升乡村的配套服务产业，使之成
为海南省西部文化休闲度假的明
珠。

随着儋耳山文化旅游景区规划
的落地建设，已有一定影响力的“东
坡文化体验之旅”将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那大1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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