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行爱好者在历史悠久的千年古村罗驿村探访文化古迹。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澄迈县大丰镇大丰村，“肉行限界，不准移卖”的石碑。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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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王伟 苏小婷

“芭蕉村人好、环境好，是旅游养生
的好地方！”今天，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的秦廷龙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他
是“候鸟一族”，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
镇芭蕉村附近购买了住房，近两年的冬
末春初来到这里居住。

邦溪镇党委书记李之雄告诉记者，
像秦廷龙这样在该镇芭蕉村附近购房
居住的北方“候鸟一族”，超过 4000
人。为了将芭蕉村打造为旅游景区，近
年来该县整合投入资金逾5000万元。

2012年是芭蕉村的拐点。此前，
芭蕉村多为茅草房。此后，该村被白沙
列入全县“美丽乡村”计划之列，整合资
金2300多万元，共修建120栋具有黎
族风格的新房。县扶贫办、财政局、农

业局、科技局等挂钩单位会同邦溪镇人
民政府，从资金投入、环境卫生改造等
方面，全方位帮扶芭蕉村。

旧貌换新颜的芭蕉村，很快美名远
扬。2015 年 10 月中旬，农业部揭晓
2015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榜单，芭
蕉村以“特色民俗村”跻身其中，成为海
南西部年度唯一入选者。

芭蕉村委会副主任洪文定介绍，村
里有丰富的美景美食资源：

在美景方面，风光旖旎的芭蕉村极
具旅游开发价值。芭蕉岭，仍然拥有原
始的热带雨林环境；南班温泉含有对人
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养生
保健；芭蕉水库碧波荡漾，颇有“水光潋
滟晴方好”的意境。

在美食方面，特色美味令人垂涎三
尺。一是鱼茶，有“一次怯之，二次适
之，三次瘾之”的说法，其味酸甜而芳

香，咬食时柔软且稍韧；二是雷公笋，黎
族人多将雷公笋鲜嫩杆茎用洗米水腌
制，或拌炒鱼肉，味酸质脆、肉嫩鲜美、
消食去腻；三是黎家酸菜，可以清除体
内毒素，所以又被称为“南杀”。四是糯
米酒，能舒筋活络、强壮体魄。

基于芭蕉村丰富的民俗风情与山水
资源，白沙在旅游整体规划中，在芭蕉村
陆续实施以下旅游项目工程：一是餐饮
中心，建设特色美食独立小亭10个，餐饮
中心一个；二是垂钓中心，改造现有鱼塘，
扩大面积，修筑护栏、钓鱼台等设施；三是
芭蕉菜园，种植农家瓜果菜；四是休闲驿
站，在芭蕉岭上建设休闲栈道，重点打造

“玉女床”和蝙蝠洞两个观光点；五是休
闲服务中心，建设接待大厅、欢乐广场（民
俗文化表演）、停车场、引路标识等。

在县直有关部门和邦溪镇政府引
导、支持下，芭蕉村已启动休闲农庄建

设，项目总投资1460万元，打造集住
宿、特色餐饮、自驾游、自行车绿道、休
闲度假、垂钓等为一体的综合型休闲农
业园区。届时，芭蕉村将成为邦溪乡村
旅游的首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初，白沙
首个农民旅游专业合作社——芭蕉村
休闲观光专业合作社开业。该合作社
经营的“芭蕉客栈”，wifi信号全覆盖。
游客们可在客栈内租到厨房，从村里选
购土特产，根据自己的口味烹饪。

芭蕉村党支部书记高勇介绍，今年
春节以来，不仅仅包括已在芭蕉村附近
购房的“候鸟一族”，多地游客也纷纷来
芭蕉村旅游，“芭蕉客栈”一直爆满。“随
着一系列旅游基础设施的建成，下次来
我们这里的游客会惊喜地发现，芭蕉村
变得更美！”高勇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牙叉3月16日电）

白沙斥资逾5000万元建设芭蕉村，使之跻身“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芭蕉客栈迎客来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郭树护

在儋州，有一个明代将军村闻名于世，它
就是该市那大镇的屋基村。

走进屋基村，只要提起“符将军”，不少村
民会露出自豪的神情。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
面，有一个古朴的宝塔，塔前是一块墓碑，镌
刻着繁体字“将军碑”。碑后的将军墓，安葬
在里面的名叫符南进，他与弟弟符那宽同为
明朝初年的将军。

将军墓前的“南进将军简历”记载：“符南进
（约1345—1398），儋州市（原）洛基镇屋基村
人，其祖先于唐末宋初迁居儋州。南进少有抱
负，聪敏异常，体壮好武。青少年时，南进和胞
弟那宽外出寻师习武。明代“征南将军”廖永忠
率军征伐海南时，兄弟俩一起从军。因兄弟俩
武艺超群、屡战屡胜，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将军。”

由于战功赫赫，符南进晚年因病辞官回
家时，明朝廷下旨给他赐予方圆百里良田，管
辖洛基、长坡、新州、王五、中和5个地区。

记者在草丛中看到一排石墩，发现它已
风化，上面有不少小孔，但曾经打磨过的轮廓
仍依稀可辨。在学校遗址附近，是符氏宗
祠。古老的木式门柱已有腐朽迹象，但门柱
上残存的花饰图案，仍不失精美。

值得一提的是，符南进、符那宽后人所建
宗祠的大门两边镶嵌着一副对联：符玺开基
圣祖留贻传世胄 琅琊衍派文孙继起振家声。

在符氏宗祠旁，有一棵三人合围粗的古
树，树根深扎大地并有部分露出地面，而树冠
则如巨伞般撑开。村民符风武虔诚地告诉记
者：“听老辈人说，这是符南进将军当年住房
前的树木呢！”

古韵悠悠的将军村，平添诸多新景。
新景一，成群结队的鹭鸶。
每年“三月三”左右，数万只精灵似的鹭

鸶飞回屋基村，在高大的榕树上繁殖；八月十
五中秋节后，它们飞去外地，次年再飞回来。
由此，屋基村被誉为“鹭鸶天堂”。儋州市旅
游局局长李洪涛介绍，为将“鹭鸶天堂”打造
成知名景区，近三年来该市共投资1000多万
元，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其中，市财政投入
400多万元，景区企业投入近600万元。

新景二，数百亩玫瑰基地。
从2014年起，儋州引进的海南爱尚玫瑰实

业有限公司，计划斥资2.5亿元实施“玫瑰庄园”
项目。儋州“玫瑰庄园”项目总规划面积3000
亩，包括玫瑰生产种植、示范、繁育、销售；玫瑰酒
文化为主题的庄园文化；玫瑰主题旅游观光和体
验；玫瑰衍生产品研发和深加工等6个子系统。

融汇多种旅游元素的屋基村，每天迎来
众多游客。来自江苏的窦于杰微笑着说：“古
韵与新景交汇，传统与浪漫并存，屋基村值得
一游。” （本报那大3月16日电）

儋州屋基村：

将军村的古韵新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乡村三月，草长莺飞。而眼下，澄迈
县正以美丽乡村筑巢引凤，迸发出新的
活力。

当游客逐渐习惯在福山镇向阳村品
味咖啡风情文化；在加乐镇田园村乡间
寻找纯朴乡情；在老城镇美文村大花园
里尽情吸氧；在老城镇罗驿村用脚步丈
量历史的长度；在金江镇永美带古村落
里登塔戏水，赏花品茶，夜看星空后，谁
还能拒绝美丽乡村的魅力？

古村古迹韵味足

在澄迈特色各异的古村落里，美郎
村因其两座矗立村口、清泉环绕的元代

石塔而闻名。700多年来，这座由火山
岩石砌成的古村落，始终被美榔双塔、陈
道述古墓等各种传说和故事萦绕着。它
没有着力渲染张扬，其敦厚典雅的文化
遗产仍未掀开神秘面纱，需要人们去发
掘、去感悟。

位于老城镇的罗驿村，历经元、明、
清三朝600多年，曾出过多个举人、贡生
等文人官员，这些李氏后代入仕后不忘
惠泽乡里，为家乡修筑宗祠、造桥修路。
罗驿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多，
除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氏宗祠，还有
罗驿古八景（双塔峥嵘、步蟾坊、南佛社
岭、仙姬引泉、清溪小流、松林翠色、月池
绿波、文阁大观）。

还有大丰村的封平约亭遗址，追寻
昔日驿站古道上的街市商业繁华气息。

封平约亭遗留的圣训遗迹、石碑、长联，
还有装载食物的石瓮、屋檐下纳凉晒物
的青石板，见证了那片地区曾经的繁华
商贸，以及公平、公正的商业文明。

乡村四季景不同

行走澄迈，还有迷人的田园风光让
人沉醉。这里，有众多以火山岩为主要
建筑材料建成的古村落，如美郎村、大美
村、扬坤村、南轩村等。这些火山古村落
具有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年代、面
积、规模、保存完好程度在全世界都较为
罕见。

澄迈的乡村环境，充满了慢调生活
的气息，爬满青苔的石板路、满是洞眼
的火山岩石屋、蓄满雨水的水瓮、嘎吱

嘎吱转动磨出雪白豆浆的石磨……乡
村的一物一景都那么充满生活气息，让
人不由脚步放缓，语气缓和，感受慢生活
的惬意。

这里的乡村田野，四季变化而风光
不同。有时是一望无垠的稻海，有时是
连绵青翠的豆角、冬瓜架棚，有时是鲜红
点缀的圣女果。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
的收获。

农家特色美味多

绿色生态资源丰富的澄迈，居住环
境优美，含硒元素的土壤生产的各种富
硒食品，养育一方澄迈人。澄迈现有
百岁老人 210多人，被国际人口老龄
化长寿化专家委员会授予“世界长寿

之乡”称号。
澄迈美食文化丰富多彩，具有浓厚

的地方特色，深受大众喜爱。澄迈盛产
各种热带水果，先后获得了“中国福橙
之乡”“中国无公害瓜果示范县”等荣誉
称号。

此外，澄迈水资源丰富，盛产水产海
产，既有常见的黄花鱼、金枪鱼、鱿鱼，也
有肉质鲜美的马鲛鱼。烤制的马鲛鱼味
道鲜美，有“仙界美食”之美誉。

还有海南名吃——海南粉、海南三
大名粽之一的澄迈瑞溪粽，以及福山烤
乳猪、白莲鹅、澄迈小黄牛、澄迈和牛、永
发乳羊、加乐黑猪、文儒山寮鸡、金江酸
菜、椰丝糯米粑、海南海鲜瓜盅等，地道
的农家做法，堪称人间美味。

（本报金江3月16日电）

本报八所3月16日电 （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高智）东方是我省
第三大滨海城市，旅游资源极其丰
富，但没有一家A级景区。这一尴
尬局面很快有望被打破了。记者从
东方市旅游局获悉，该市今年计划
通过整合多个旅游组团，打造东方
首个3A级景区。

据悉，为提升东方旅游的品
质，完善旅游功能，该市今年计划
以大田黎族休闲产业小镇为依
托，整合境内的黄花梨文化公园、
樱花观光园、现代农业观光园、

“三月三”文化广场、大田坡鹿国
家自然保护区等5个初具旅游功
能的组团，通过完善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打造一个
集科普、展示、观光、农事体验、
房车露营、休闲康养、珍贵树种
培育等于一体的立体型、综合性
3A级景区。

东方市旅游局副局长方宇杰介
绍，该项目计划总投资数亿元，将通
过“以商招商”的方式引入企业投资
建设，建设内容包括自然瑰宝园、天
涯驿站总部酒店、大田坡鹿科普观光
基地、黎锦展示馆、少数民族特色美
食一条街等。

据了解，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参与
该项目建设。

作为东方独特的旅游资源，坡鹿
对游客的吸引力尤其巨大。在3A级
景区的规划中，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也将划出150亩地，支持东方打造
科普观光基地，使之成为集坡鹿观
赏、科普宣传、亲子活动等于一体的
游览区。

方宇杰介绍，黄花梨文化公
园等5个旅游组团均在大田镇境
内，有利于整合资源。该市今年
将重点推进这一旅游景区建设，
预计年底可完成 3A 级景区的申
报及审批工作，力争2017年春节
开园迎客。

东方今年将
打造首个3A级景区

儋州屋基村玫瑰基地正在晾晒的玫瑰。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