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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创业故事

龙水节品牌的不断打响，吸引了
众多媒体的聚焦。据中国经济信息
社海南分公司统计，5月12日至5月
31日12时，涉及“第十五届澄迈盈滨
龙水节”的网络信息总计187条。中
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
网、新华社、中国新闻社、《海南日
报》、南海网等省内外近30家媒体均
进行了相关报道。

各项赛事的举办也拉动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福山镇向阳村村民蔡
琼花注意到，近年来，村里参与福山
咖啡种植、加工、销售及经营旅馆的
村民越来越多，一栋栋洋气的小楼已
拔地而起，“托龙水节和咖啡赛事的
福，我们种的咖啡才能更好地销售到
省外、国外，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
甜着哩！”

除了直接性的经营收入，龙水节
也为本地产业打响品牌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并逐渐成为了许多企业了解
和参与到澄迈经济建设的重要窗
口。据介绍，在本届海南澄迈盈滨龙
水节澄迈县项目投资推介会上，共有
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等9个投资项
目在澄迈成功签约，海南拓奇之光虚
拟产业科技有限公司等12个项目企
业签约入驻海南生态软件园，整体投
资总额超过了56亿元。

（本报金江6月1日电）

依托品牌影响力撬动节庆经济

■ 饶思锐

澄迈将独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节
庆活动作为品牌来打造，从而使得
盈滨龙水节搅热市场，不仅带来了
旅游人气，增加了旅游收入，也为地
方对外宣传推介和招商引资打造了
一个良好的窗口平台。这让我们看
到了地方政府在丰富节日内涵、挖
掘文化价值方面的坚守，也让我们
看到了节日文化活动对经济发展的
助力所在。

对节日民俗文化最好的保护，
莫过于让其在现代文明中传承发
扬。在不少传统节日文化逐渐淡化
的当下，澄迈县深入挖掘接龙水、龙

舟赛等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节日民俗
活动，并通过提档次、增内涵、广宣
传等手段，传承和发展地方民俗文
化，既是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也
是对旅游市场的培育，不仅能增强
节日的凝聚力和民众的认同感，也
能扩大地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
节日活动“吸睛”的同时，又为地方
发展“吸金”。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就是要
多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
善用自身资源又巧借外力发展的
手段。只要政府部门一门心思用
在发展上，便处处都是平台，时时
都有契机；也只有在广大干部在
工作中尽心费脑出力，才能利用
好各种平台载体，推动地方经济
的快速发展。

5月28日，第六届福山国际咖啡师冠军赛在澄迈福山举行。

通过赛事不断转型升级，促进当地旅游发展、拉动招商引资——

澄迈龙水节亮出“金名片”

“连续玩了三天，太高兴了！”5月31日，在位于澄迈老城的海南永庆寺的“接龙水”活动上，
从江西来海南度假的彭子涵一家玩得不亦乐乎。随着“接龙水”活动的完美收官，第十五届澄迈
盈滨龙水节正式落下帷幕。

龙水节活动期间，人们不仅感受到龙舟竞赛的激情澎湃，品尝咖啡的醇香，欣赏名家洒墨挥
毫，聆听美妙的大海之歌，而且还可以骑行在澄迈美丽的乡村里欣赏美景。

在一场接一场好玩、有趣的活动中，龙水节也给澄迈“划”出美丽的经济数据。
据澄迈县有关部门的统计，端午小长假期间，澄迈县旅游接待人数达到13.91万人次，旅游

收入为3446.90万元。在本届龙水节澄迈县项目投资推介会上，共有21个项目成功签约，项目
总投资额逾56亿元。

早在几个月前，澄迈县金江镇龙
江村村民就开始备战龙舟赛，划龙舟
已经成为村民们热爱的一项运动。5
月30日，近10万民众聚集南渡江两
岸，欣赏了精彩激烈的龙舟大赛。

“多老都要到现场看热闹，龙舟
赛太好看了。”今年已经70多岁的龙
江村陈环阿婆喜笑颜开地说。

澄迈盈滨龙水节始于2001年。

民间常见的“龙水”多由槟榔花、海棠
花、艾草或芦苇等植物泡制而成，将

“龙水”涂抹在身上或倒入桶中洗澡，
有使人身心健康、平安长寿的美好寓
意。这是澄迈民众长期遵循的风俗，
也寄托了美好的愿望。

近年来，澄迈通过提升龙舟赛的
规格，携手中国龙舟协会等方式，以
赛事为抓手不断扩大龙水节的影响

力和参与度。如今，中国龙舟公开赛
已连续7年在澄迈设站，今年澄迈站
还因其提供的74万元奖金总额，成
为了本届公开赛奖金最高的一站。

澄迈县文体局有关负责人认为，
办节庆活动要量体裁衣，如龙水节等
民俗节庆活动不能脱离民意，要在发
展创新的同时，不忘继承传统的衣
钵，避免出现“民俗”不“俗”。

遵循民俗“量体裁衣”办赛事

记者从澄迈县了解到，始于16
年前的首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
不断创新节庆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其中不乏高尔夫球邀请赛、沙滩排
球锦标赛、摄影展等，活动最多时曾
达10余项。

以本届龙水节为例，澄迈站龙舟
赛事共吸引了广东、浙江、海南等地
28支队伍共568名龙舟健儿竞渡；第
六届中国福山咖啡杯国际咖啡师冠
军赛上，来自波兰、意大利、肯尼亚等
13个国家以及北京、海南等地24名

屡获荣誉的咖啡师同场角逐……赛
事的规格和竞技水平之高，都让观众
大饱眼福。

此外，本届龙水节还特别邀请了
9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3名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走进澄迈，他们在参
观完罗驿古村、美榔双塔等后挥墨作
画、题字并集中展出。

受邀的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
会长薛尔纳对该项活动十分赞
赏，他拿出和同行的段忠勇、姜建
林共同创作的画作《火山岩前花

红火》告诉记者：“澄迈的火山岩
石貌奇特，植被丰富，给我们带来
了许多绘画灵感。有机会我想再
来，继续为澄迈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绘画作品。”

“每一年度的龙水节都要以创新
的思想来策划项目，依据的基本原则
是群众欢迎，扩大知名度，有助于产
业、经济发展。”澄迈县有关负责人表
示，澄迈盈滨龙水节“叫好又叫座”的
背后，缘于澄迈当地不断在这项节庆
活动上提档次、增内涵。

提档次增内涵让活动更持久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特约记者 陈超

短评短评

活动“吸睛”，为发展“吸金”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特约记者 陈超

“这豆腐豆香浓郁、口感好，你一
尝准忘不了！”捧着自家的手工黑豆
腐，澄迈县加乐镇加乐村村民、海南
迈东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王
和山告诉记者，由于恪守传统的制作
工艺，着力打造和经营品牌，经过3
年发展，该村的手工黑豆腐已经从每
斤7元卖到了每斤18元，每户村民每
月可因此额外获利3千元至4千元。

王和山还记得，在2015年以前，
加乐村的村民多依靠种植橡胶林为生，
遇上胶价低迷时，村民的生活就难以得
到保障。“当时我已经和别人合办公司，

在外卖过桥头地瓜等多个澄迈特色
农产品。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便想着
回村，为乡亲们挖掘一个有特色、可
推广的农产品品牌，帮助他们增收。”

随后的多次走村串户、寻访农业
专家，让王和山将目光锁定在加乐黑
豆腐上，“眼下手工磨制豆腐在乡间
已不多见，但加乐村的家家户户仍然
保有这项传统，且制作的黑豆腐风味
佳、绿色健康，很有发展潜质。”但他
也了解到，由于制作工艺繁琐、成本
偏高，加乐黑豆腐一直难与市面上常
见的豆腐“匹敌”，因此村民们也只在
每年立春或举办红白喜事时才会制
作黑豆腐。

“没有场地、缺乏经验、村民不理
解……种种情况，都让我的黑豆腐创
业路在起步时异常艰难。”令王和山
备受打击的是，“当时父母和许多村

民都劝我放弃，认为黑豆腐搞不出什
么‘名堂’，别因此把自己耽误了。”

王和山没有退却。2015年，他
到西安专门学习盐水点卤、高温杀
菌、真空包装等技术，并带着加乐村
村两委干部赶赴海口石山等地，实地
了解黑豆腐的相关产业。同年12月
底，王和山还在海南冬交会现场办起
了首届加乐黑豆腐厨艺大赛，以此为
契机，正式“杀入”海口高端豆腐市
场。

“从发动亲朋好友动手制售黑豆
腐，到组织村民加入澄迈嘉德瓜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发展黑豆腐产业，一路
走来十分艰辛。但看着村民们的生
活蒸蒸日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王和山说。

如今，加乐黑豆腐已进驻海口40

余家特产店铺柜台，销量十分可观。
王和山介绍道，“之所以能得到消费
者的喜爱，主要因为我们制售的黑豆
腐必须选用家家户户代代传承、改良
的小种黑豆，并经干磨、滤皮、浸泡等
9道工序，历时3天才可完成。故村
里老人常说，‘没有加乐黑豆，就没有
这儿的豆腐师傅。’”

下一步，王和山打算引入相关技
术，用名酒酒浆酿制高端黑豆酒，同时
制作纯天然的黑豆染发剂、黑豆腐面
膜等。此外，自去年10月起，他还在
村子周围动工建设涵盖读书长廊、儿
童乐园、采摘农庄、特色民宿等8个项
目的“加乐黑豆社区”，在农旅结合上
继续发力，“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让更多的人走进加乐、了解加乐，让加
乐黑豆腐摆上更多家庭的餐桌。”

（本报金江6月1日电）

澄迈加乐村民王和山带动乡亲制售手工黑豆腐，每户每月可获利三四千元

黑豆腐“磨出”大名堂

2017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于5月28日在澄迈县金江镇
南渡江中国龙舟活动基地开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本报金江 6 月 1 日电 （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叶上荣）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澄迈县三防
工作会议上获悉，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影
响和登陆我省的热带气旋数量虽较常年偏少，
但高温和干旱气候较常年偏多。这意味着澄
迈县今年的三防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提前
做好防风抗旱减灾等各项准备措施和应急管
理方案。

会议提出，各镇各部门要坚持“安全第一，常
备不懈，预防为主，全力抢险”的三防工作方针，在
认真总结去年三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抓住薄弱环节，突出水库安全、堤防安全等重点；要
完善工程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强化县城城区排涝能
力；要提升基层三防能力，加强排查督导，确保在建
工程和跨汛期施工项目安全度汛；要进一步加大力
度，重点打击滥采河砂等行为。

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尤其是澄迈县三防办
要建立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有关领导要坐镇指
挥防风防汛救灾工作，同时特别要密切关注近期
的防风防汛情况，全面落实好防风防汛工作责任
制，做到层层抓落实、不留死角，确保三防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澄迈部署今年三防工作

本报金江6月1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
讯员张运胜）昨天上午，澄迈县金江镇黄竹社区
戒毒（康复）办公室揭牌仪式在金江举行。据
悉，这是该县挂牌成立的首个村级社区戒毒（康
复）办公室。

据介绍，该办公室挂牌成立后，将以村委会
为主体，对黄竹村内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人员进
行监督管控，指导戒毒人员开展戒毒和康复治
疗，并向村内自愿参与社区戒毒的吸毒人员及其
家属提供免费的咨询、辅助戒断、尿检、心理辅导
等服务，充分运用村级社区平台和科学手段帮助
吸毒人员戒除毒瘾，回归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的
和谐与稳定。

澄迈县委相关负责人在仪式上指出，拒绝
毒品、参与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部
门、单位要关心支持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工
作，积极组织动员吸毒人员加入到社区戒毒和
康复中来；社区戒毒（康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要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社区戒
毒康复办公室的功能，确保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取得新成效。

记者从澄迈县公安局了解到，除为吸毒人员
搭建戒毒和康复平台，澄迈在打击毒品犯罪上也
是重拳出击、绝不手软。今年1至4月，澄迈县全
县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2宗，抓获毒品犯罪嫌
疑人181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382人。同时，全
县抢劫案件和盗窃案件的发案率分别同比下降
了50%和45%。

本报金江6月1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近
日，“澄迈县中医院与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中医
院医联体战略合作医院”在金江揭牌，标志着两
家医院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家医院将在技
术管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追求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进一步推进落实《川琼
中医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澄迈百姓提供更
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希望，两家中医院
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中医特色，以该医联体战略
合作医院为平台，在重点专科建设等方面加强
交流合作，不断惠及两区县群众，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要不断创新，推动两
地在中医药服务、健康旅游、医疗康养等方面
的全方位合作，为两地中医药事业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据了解，自澄迈县中医院与成都市双流区中
医院签订中医药医联体战略合作协议以来，成都
市双流区中医院多次安排中医专家到澄迈开展
定期门诊、会诊试教、学术讲座等活动，并对澄迈
县中医院医疗人员进行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等。此举对澄
迈引进省外优势医疗资源，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了新的前进方向。

澄迈成都两中医院
医联体战略合作医院揭牌
将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资源共享

澄迈首个村级社区
戒毒（康复）办公室挂牌

本报金江 6月 1日电 （见习记
者陈卓斌 通讯员梁娟）日前，中国
农科院柑桔研究所苗木繁育专家卢
志红来到澄迈福橙研究所，为该研
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各相关育苗企
业负责人及技术管理人员共 20 多
人举办了“柑桔无病毒良种苗木繁
育技术培训”。

本次培训上，卢志红详细讲解了
“柑桔无病毒苗木三级繁育体系建设”
等内容。卢志红还针对无病毒容器苗
繁育的关键技术要点、柑桔种质资源
圃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等内容提供
了合理建议。

同天上午，澄迈县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农艺师王广棠、曾德强，以及
返乡创业大学生吴一凡等赶赴澄迈
县永发镇，也共同为 317 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递上了实用的农科农技

“大礼包”。

农业专家
和返乡创业大学生
为澄迈送农技“大礼包”

本报金江6月1日电（记者程范淦 见习记
者陈卓斌）今天上午，澄迈县中兴镇十三公里处
的洪安农庄的土地上，200多亩蜜柚长势良好，果
实挂满枝头，农庄主人安烁宇内心澎湃。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更令人喜悦的是蜜
柚地取得了出境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资格，获得出
口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安烁宇激动地说，今年
8月份蜜柚收获时就试水香港市场，抢占国际市
场，做大做强蜜柚产业。

另据获，该县另一高端优质水果无核荔枝同
时也取得了出境水果果园注册登记资格，获得出
口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无核荔枝、蜜柚相继获得了出口国际市场
的‘通行证’，对澄迈县进一步发展外向型农业经
济，实现优质农产品出口国际高端市场奠定了基
础。”澄迈县副县长徐伟松表示。

澄迈蜜柚
8月将试水香港市场

5月30日，游客在海南永庆寺跳竹竿舞。

本栏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书法名家澄迈挥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