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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中廖村，位于三亚市吉阳区，村
庄西接G224国道，南邻三亚绕城高
速和东线高速，交通便利，距海棠湾
约10公里，距亚龙湾约12公里，距三
亚中心城区约25公里，半小时车程
可辐射三亚重要的旅游度假区及中
心城区。

中廖村是三亚第一个“五星级”美
丽乡村，曾荣获“2016年中国休闲乡
村”“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等称号。今年5月1日，中廖村全新
开园，这里风光秀美、环境优美、生活
甜美、民风淳美，以“好山、好水、好风

光、好民风”闻名遐迩，引来众多游客
探寻美丽乡村之美。

“中廖村虽然是按照景区模式打
造，但又不等同于景区。”华侨城（海
南）公司相关负责人赵传建透露，中廖
村的开发建设，首先在尊重村民的生
活习惯、民俗民风的基础上，景区运营
不影响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同时，
又让村民融入景区建设中来，以主人
翁身份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切
实享受美丽乡村发展成果。

据了解，中廖村升级改造计划总
投资 3 亿元至 5 亿元，目前已投资
1000万元，建成阿爸茶社、小姨家餐
厅、花瓣咖啡厅等9个旅游项目，后续

有儿童欢乐田园、冒险乐园、乡创学
院、彩棉科普基地等12项目正准备入
场建设，预计2020年前全部完工。今
年“五一”试营业期间，3天共接待1万
余名游客。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每年
吸引超过80万游客。

目前开业的9个项目吸纳村民近
20人就业，未来12个后续项目建成
后将吸纳1000名村民实现直接就业，
3000名村民实现间接就业。

“我现在周一到周五做农活、打
零工，周末游客多，就卖一些农产
品。”38岁村民陈惠珠，借助中廖村
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人气，在村中榕
树广场前摆了一个小摊子，卖起了土

鸡蛋、芒果、菠萝蜜等农产品，“市场
行情好得很”。

原生态的保护和开发，让中廖村
“好山好水好黎家”的招牌，一天比一
天响，越来越多的游客，带动越来越多
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如今，中廖村村民不仅可通过物
业和土地租赁，获得不菲的收益，还可
以通过摆摊销售农特产品，在景区上
班等，实现家门口就业，获得长期稳定
的收入。

下一步，海南华侨城将加强对
中廖村民宿、餐饮、演艺、游乐项目
的开发，通过房屋合作出租、村民优
先安排务工、深度合作股权分成等

形式，提高村民收入。“‘既美又富’
就是中廖村打造美丽乡村的底色。”
赵传建说。

“从发展乡村旅游的角度看，在全
域旅游大背景下，美丽乡村将成为三
亚滨海度假旅游的有力补充，将形成
滨海和乡村互动、山海互动、蓝绿互补
的旅游格局。”三亚旅游委副主任郑聪
辉表示，三亚的美丽乡村类型丰富，根
据乡村的文化内涵、自然景观、区位条
件等具体条件，因地制宜来建设，做到
一村一风貌。“中廖村的美丽乡村实践
样本，将给更多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经
验借鉴。”郑聪辉表示。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对接好资源迎来快发展，美丽乡村再升级

寻梦花海里 探趣中廖村

■ 本报记者 袁宇

5月的中廖村，绣球花开，风柔情
长，一批又一批游客，引朋唤伴，相约
中廖，在诗意的花径中，畅意骑行，淋
漓尽致地“森呼吸”。

抵达中廖村，从村口租上一辆自
行车，沿着村中主干道一路前行，路两
旁的椰树、榕树壮观美丽，遮荫蔽日。
微风吹过，眼前颜色深浅不一的绿叶
轻轻摆动，尽显大自然的美好……

“这是我见过的三亚最美骑行驿
道。”三亚市民张蕈兴奋地说，沿着村
内的环湖栈道骑行，清风习习，拂面

而来；九品莲花在池塘里摇曳生辉，
肆意绽放；近处绿树成荫，远处青山
入画，具有乡土特色的黎族陶罐矗立
在民宅前，一棵棵槟榔树从木栈道中
拔地而起，大小莲池内鸭鹅成群，与
游人亲密接触，浓郁的热带乡村风情
令人心旷神怡，散发浓浓的乡愁情
怀，“美，美得不得了”。

张蕈是自行车发烧友，以前她时
常在三亚湾骑行。在有着椰梦长廊美
称的三亚湾路，张蕈表示，景虽美，却
骑得不畅快。“人多车多！”张蕈说，中
廖村的骑行道，不同于三亚湾路，朴素
的田园风光，自在的骑行体验，十分吸

引人。更让张蕈没有想到的是，中廖
村的骑行驿道连接玫瑰花、黄秋葵等
基地，“庄稼、树木、河流、牲畜等风光，
不用下车就能观赏。”

让所有来中廖骑行的骑行客兴
奋的是，中廖村不仅有专门打造的中
和河莲花栈道、环湖栈道等独具风情
的骑行栈道，骑行驿道还将春天里、
玫瑰园、阿爸茶室等主要景点、休息
点一并串联，骑累了随时可以寻觅一
处清静场所休息一刻。

“自行车运动代表的是绿色环
保，而中廖村又有绿水青山，两者的
结合体现出现代都市人的健康时尚

生活方式。”海南华侨城相关负责人
孟强透露，为了满足自行车发烧友，
中廖村除了拥有精心设计打造出的
充满乡村田园风情的骑行道路，还时
常会举办自行车赛事，自行车爱好者
均可报名参赛。

“在体验畅快淋漓的‘森呼吸’
时，赢上一场自行车赛事，获得来自

‘醉美黎村’的精美伴礼也是不错的
出游体验。”孟强说，沐浴阳光，感受
晴雨，以更融入自然的姿态去感悟生
活，享受慢调时光，这就是中廖极力
带给市民游客的生活方式。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袁宇

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亦或是想
要带着爱人一寻浪漫，享受田园风
光，中廖村内的花海，不容错过。

中廖花海以独具匠心的创意、大
地自然艺术的思维，在近30亩的花
田中，精心选用9万株红、蓝、白3种
色彩的绣球花，勾勒出海浪造型，如
嵌在乡野间的彩色锦带。

花海中随意摆放的卡通稻草人，
有精灵可爱的小黄人，有憨态可掬的
海绵宝宝，有威风凛凛的黑猫警长，
引来三五成群的孩子追逐嬉闹……
童趣十足的花海中，姹紫嫣红间，还
有美丽少女花中起舞，处处洋溢着青
春的曼妙……

花海中还设置了曲径通幽的木

栈道、野趣十足的新娘秋千、浪漫惬
意的情侣座椅、造型独特的卖萌镜
框，能够充分满足情侣浪漫、家庭赏
花、亲子游乐、自拍达人美拍秀照的
全方位需求。或许，在花海中拍摄一
组浪漫的婚纱照，也是一种别样的体
验。

值得一提的是，花海背倚青山，
前拥绿水，集中廖醉美风光于一身。
在明媚的阳光下，花海氤氲馨香，悠
坐在黎家农舍旁，听这绣球花海奏响
的乐章，品一壶黎家农茶，眼、口、鼻，
全方位感知这美妙大自然的超凡魅
力。

逛累了花海，别具风情的花瓣咖
啡厅能够为你提供一个清静休闲的
处所，让你放下疲惫，放松身心。这
间咖啡厅以旧民宅改造而成，位于整

座花海的视角焦点，在这里可以一览
中廖村花海美景。而建筑外，柔性整
洁的格栅把建筑体块归于其下，像
一条线划出新旧的交界，构成统一的
外立面；室内空间植入植物，处处彰
显着生态氛围，更不用提这里还有美
味的甜品，芬香的花茶。

坐在咖啡厅内，一览花海美景，
与心爱之人面对面，品一壶花茶，此
情此景，还不足够打动人心么？

如果白天的花海之旅，还不能让
你的寻美之心满足，别担心，夜晚入
住华侨城中廖花心岛酒店也是一项
非常不错的选择。这座酒店位于中
廖村花海景区的核心地带，与花海融
为一体，是少见的全装配式酒店，不
仅有公共餐厅、酒店大堂，还有约
20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园区。

当然，最有特色的还当属酒店
客房。这里不仅有 10间模块化集
成客房，还有6间极具特色的帐篷
客房。最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帐篷客
房，选用球形星空帐篷及尖顶帐篷，
有推拉窗，帐篷前半部分呈透明装
饰，以便游客能够仰望星空，后半部
分有模仿星空组成的星空穹顶。入
住帐篷客房，还能一览夜间花海的
独特魅力。

白日依山观花海，夜宿农家品黎
趣，面对中廖村淳朴归真的恬静怡
人，无论你是摄影爱好者，或是美术
创作者，亦或是文学爱好者，都能为
你提供艺术灵感或创作激情，美好
生动的画面成为你放松心灵的绝佳
场所。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白日依山观花海 夜宿农家品黎趣
绣球花开,醉美花海邀你来游

■ 本报记者 袁宇

中廖村是一座黎族村落，村内随处可见的原
生态黎族文化，不仅是村子历史的见证，也是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的最大法宝。

“这是黎族特有的唎咧、灼叭、椰胡、鼻箫
……都是使用竹、木、椰子等材料手工制作
的。”在中廖村的非遗文化展示馆里，一件件充
满黎族风情的特色器物吸引游客的注目。导
游的介绍话音还未落地，相隔不远的大榕树广
场上，一场震撼人心的黎族歌舞实景演出已然
拉开序幕。

勾腿、扭腰、碎步，一颦一笑……将近10分
钟的演出中，伴着欢快的音乐，《拾螺歌》《竹竿
舞》等黎族舞蹈逐一上演，一场黎族舞蹈盛宴搅
热了寂寥的中廖村。“跟着节奏，和我一起迈
腿。”游客们按捺不住心动，与演员们一起跳起
了竹竿舞。

“中廖村演艺不做大舞台，不做大舞美，完全
将山水、乡村、演员和游客融合，近距离的表演方
式将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海南华侨城相关负
责人张鸿智说，结合中廖村的黎族风情，依托村
中原有山水及中和河栈道、水面、竹排，进行黎族
歌曲表演，将山水人融为一体，“演员在水面放
歌，游客于环湖栈道轻松观看”。

观赏完精彩的河面演出，游客们还有更多方
式与琼风黎俗近距离接触。“我们将中廖村民居
改为演艺小院，使特色乐队融入其中，不仅有外
籍乐队，也有本土歌手，演唱黎语曲目。”张鸿智
透露，村子还依托中廖村大榕树为背景，为游客
奉献黎族传统乐器、歌舞表演，表演中将游客融
入到特有的祈福环节，体现中廖村的热情和美好
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中廖村内几乎每家每户的
墙壁上都绘制了专属IP形象，用IP形象制作了
中廖村标识系统，用IP形象包装了中廖村各类
设施。

这些墙绘依托黎族传说以及大力神的传统图
腾形象，以人格化、趣味化、立体化的方式创作了
大力神IP形象。除了大力神传说，还有以椰子外
形创作出的椰壳怪IP形象。这些墙绘在全村营造
出一种趣味化的文化氛围，也成为中廖村特色吸
引物之一。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琼风黎俗 歌舞盛宴

走进悠悠中廖
品读浓浓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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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骑行中廖 邂逅最美黎村
在诗意的花径中畅意骑行

游

俯瞰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
据悉，海南华侨城打造升级版美丽乡村中廖村以

来，中和河莲花栈道、中廖花海、星空帐篷、装配式酒
店等特色项目便吸引了大批游客的目光。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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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村风味醇
远方来客醉
■ 本报记者 袁宇

说到黎族文化，又怎能少得了美食。
与花海隔路相望的阿爸茶社由原有旧民宅

升级改造而来，本着延续并弘扬海南老爸茶文化
精神，为游客打造一个以茶会友、消磨时光的场
所，一壶清茶、一碟小吃，在品茗的过程中，体会
海南文化。

中廖村内的小姨家餐厅，对于喜欢地道乡土菜
的吃货一族来说，是不可错过的尝试。餐厅以租赁
的方式从村民处获得闲置房屋经营权，主打特色风
味卤制鹅肉，秉承深厚的卤制老店工艺传承，选取
当地最好的食材，卤品的味道令人食之难忘。

更不用提村内以土窑鸡、土窑鸽闻名的青春
之歌生态农庄。农庄是当地村民出资筹建的，依
托养鹅基地，配套修建了餐厅、农庄等，还建起了
儿童乐园，种起了百香果，让游客在享受风味美
食之余，还能享受垂钓、采摘百香果的乐趣。

小桥流水、烟雨朦胧，稻田吐翠、牛羊齐鸣的
中廖村，还是一座寓教于乐的亲子乐园。

为了满足家庭亲子游的需求，中廖村内除了
开发花海、栈道、游湖等活动外，还专为萌娃们制
作了“乡村卡通小巡游”节目。蝴蝶、青蛙、瓢虫、
鲨鱼、螃蟹等小型彩车，再加上身着特色仙子服装
的演员们，零距离的表演不仅带来全新观赏体验，
还是一堂别开生面的萌娃启蒙课。

此外，中廖村还常常举办各类线上亲子欢乐
照片和视频评选，与入驻的商家一起，为亲子家
庭提供一站式更酷、更炫、更好玩的乡村亲子度
假体验。

（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中廖村中的农家小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廖村演艺不做大舞台，不做
大舞美，完全将山水、乡村、演员和
游客融合，近距离的表演方式将带
来全新的观赏体验。

1.山水黎歌 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依托中廖村
原有山水及中和河栈道、水面、竹
排进行黎族歌曲表演，将山水人
融为一体，黎族演员在水面放歌，
游客于环湖栈道轻松观看，完全
融入美景中。

2.乡村卡通小巡游 结合乡村
元素制作的小型彩车，有蝴蝶、青
蛙、瓢虫、鲨鱼、螃蟹等，加上演员
着特色服装，特别受孩子喜欢。零
距离的表演方式将带来全新的观
赏体验。

3.黎院新歌 将中廖村民居改
为演艺小院，使特色乐队融入其
中，由外籍友人演唱黎语曲目，民
族的就是世界的，充分体现出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特色，让世界的目光
聚焦海南。

4.黎乡歌舞 依托中廖村大榕
树为背景，为游客奉献黎族传统乐
器，歌舞表演，表演中将游客融入
到特有的祈福环节，体现出中廖村
的热情和美好祝福。

5.非遗展示 黎锦、黎陶、剪纸、
编竹篓、乐器都是黎族传统手工艺
制作，将这些民间艺术项目融合到
现有民俗、农家乐等环境中，让游
客在游玩中进一步了解黎族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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