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三亚，度假胜地。然而，与美丽
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中村“野蛮生
长”的违建、村野田林间的沉积垃圾以及
乱排乱放的农村污水……

为整治农村生态环境，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海南三亚提出建设
百个美丽乡村目标，依托生态农业、四季
果园、民俗人文等特色资源，打造农旅融
合示范点，带动乡村旅游全域发展，探索
出一条乡村美、产业活、农民富的农村发
展路子。

特色治污 乡村美起来

三亚市海棠区的青塘村，两年前还
是个“小猪满地跑”的落后脏乱村，如今
成为依山傍水的亲子游乐园，每到周末
游人如潮。今年“五一”期间，返乡的村
民面对焕然一新的村庄忍不住惊叹：“这
还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那个青塘村吗？”

无独有偶。三亚市崖州区雅安村，
一口污水横流的臭水塘变成了一片美丽
湿地。傍晚时分，成群鸭鹅在田间自在
觅食，美人蕉、睡莲等水生植物舒展花
叶，周边百姓在乡间田埂上散步休憩。

这一切，得益于三亚创新农村污水
处理模式，通过人工湿地和氧化塘污水
处理技术，治理农村恶臭水体，解决乡村
污染难题。

“今年内，三亚将启动491个自然村
的污水治理工程，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通过深挖自然资源、治理农村污染，
三亚许多村庄“山鸡变凤凰”，乡村旅游
全面开花。后靠村兴办乡村采摘节吸引
游客感受苗寨风情；抱龙村 80%以上的
森林覆盖率成为绿色名片；青塘村打造
集林、田、塘等多种生态资源于一体的美
丽景观……

引入优企 产业活起来

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三亚美丽乡村建
设的最大本钱。如何让本钱活起来生
利？近年来，三亚通过积极引入优质企
业，注入产业活力，充分调动资源，探索
出三亚美丽乡村建设的全新模式。

今年“五一”期间，中廖村、青塘村开
园，两座村落均在优质企业的科学规划

与建设运营下焕然一新，游人络绎不绝。
“中廖村升级改造计划目前已投资

1000 万元，建成阿爸茶社、花瓣咖啡厅
等 9个旅游项目，‘五一’试营业期间共
接待1万余名游客。”中廖村运营企业华
侨城（海南）公司总经理曹国旺说，产业
导入后发生明显的“化学反应”。

“如今家门口摆摊卖自家特产就能
挣钱，房屋出租也有收入。”中廖村村民
陈惠珠喜上眉梢。

青塘村同样表现不俗。其运营方上
海友臻旅游公司在挖掘儿童市场方面有
丰富经验，亲子游新业态一炮打响，“五
一”期间每天接待1000多人。

“三亚吸引有实力企业参与建设运
营，导入产业，村民参与，走出了美丽乡
村共建共享的新路子。”上海友臻旅游公
司总经理陈东说。

今年 4 月，三亚市天涯区政府与华
侨城（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天涯小
镇和文门村全域旅游战略合作意向书，
共同打造艺术产业小镇和历史名村。在
优质企业带动下，一批主打文化旅游、海
岛游、养生游的乡村竞相“绽放”。

“三亚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促
使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更迭，
把景观打造与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相结

合。”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说。

深度参与 农民富起来

三亚市吉阳区的养殖大户李初在中
廖村租用的50亩地，今年成了宝地。随
着中廖村美丽乡村建设推进，李初看到
商机，将原先赔本的养鹅场改造成休闲
农庄，“日高峰可接待 200 余人用餐消
费。”

美丽乡村建设带给村民多方面创收
渠道，如兴办农家乐、售卖农家产品、到
乡村旅游企业打工等等。

“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产业支撑，产
业长效发展需要智力支撑。”陈东说，青
塘村下一步还将开设餐饮、民宿等旅游
项目，计划引入创客学院，培养一批旅游
管理人才，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

美丽乡村建设中，三亚格外强调村
民共建共享，帮助村民深度参与。海棠
区湾坡村村支书周其川说，目前村民主
要在家门口自发开展小本经营，下一步，
村里将组建公司，开发户外游、亲子游、
创意游产品，让村民以入股分红、就业创
业等方式分享美丽乡村建设的红利。

臭水塘变湿地 养鹅场改农庄

三亚建设百个美丽乡村
陈伟光 林诗婷 黄媛艳

古井、古树、黄氏宗祠……清晨，
鸟儿清脆的鸣叫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客
家村庄。走进海南儋州那大镇洛南村
委会力乍村，绿树环抱，依山傍水，一
栋栋客家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翠林
修竹环绕村边，村道整洁干净、自然有
序。村庄的环境不仅村民自己住着舒
服惬意，还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感受
田园风光。

去年，在海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名
单上，洛南村获评为“海南省美丽乡
村”。上榜的原因除了产业发展、乡风文

明，还在于洛南村在规划建设中，保留着
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的客家风情特色。

改造前的力乍村，与其他村落毫无
异样，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进村公路都没
有，村民们的居住环境简陋不堪，经济
来源十分单一，主要依靠橡胶和水稻等
农作物的种植来维持生活。

2013 年，力乍村逐步完成了环境
卫生整治、安全饮用水、民居改造和文
化及休闲广场等工程的建设。改造之
初，力乍村就请来海南大学乡村建设的
专业团队，制定规划画“蓝图”，恢复村
庄原有的田园景观，“让农村在风貌上
更像客家农村”。一批批游客来此体验
包粽子、品黄皮、吃农家饭等，力乍村的
客家文化与自然风光，也正式跃入大家
的视野。不仅如此，力乍村还打造了
“商业一条街”“石雕一条街”“民宿旅
店”“休闲农场”等项目，让游客感受到
远古客家文化的新传承。

“我们力乍是客家村，除了包粽子
出名外，最有特色的就是客家房屋。”村
民黄林凤笑称，他们村现在“很有名”。
粽子是村里最有传统的百年老产业。

“美丽乡村”的创建，发展培育经济
产业是关键。力乍村以农家餐饮业为
龙头，带动富有地方特色的儋州粽子、
客家擂茶、客家米线等产业发展，搭建
旅游公共线路，使力乍变成集农业观
光、乡村休闲游为一体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

山水隐村落，村落连山水。从过去的
“贫瘠山村”到现在的“美丽乡村”，从客家
风情到田园风光，力乍村就像一幅风格迥
异、精美绝伦的画作，令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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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游火了，现在我们村大伙
儿都能靠农家乐挣到钱。游客多时，
平均每人每天能挣到一两百。”被当
地人戏称“石榴哥”的陈利群笑称，
现在村民们坐在家门口就有生意上
门，“这样的农家乐才真的是‘农民
乐’，而不只是‘老板乐’。”

“石榴哥”，是海南省澄迈县福山

镇洋道石榴合作社的创始人。合作
社成立于 2014 年，目前社员有 50 多
户，种植面积达 1000 多亩。陈利群
带领大家以合作社为技术和管理平
台，依托澄迈县网店协会的冷链运
输、电商平台统一销售番石榴，大家
都挣得盆满钵满。

近几年，福山镇积极打造互联网
农业小镇，将互联网技术与农业生
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结合，
实现农业发展科技化、智能化、信息
化，现代农业发展迅速。

陈利群说，他们用电商的方式销
售番石榴，不仅卖出了好价钱，也获
得了较高的知名度。现在，他们开始
和旅行社合作，让游客到种植园来体
验亲自采摘的乐趣。“以‘采摘游’为
主题的休闲方式，每到节假日就会迎
来众多游客前来果园品尝购买，不仅
可以打响我们合作社自己的品牌，还
能吸引游客到农家乐就餐，并能带动
周边的特色农产品发展，一举多得！”

农业大县澄迈物产丰富，拥有无
核荔枝、福橙、山口青柚、桥头地瓜
等特色农产品。为促进农产品流通，
澄迈从 2013 年以来积极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以电商平台整合全县农产
品资源向外销售。越来越多的优质
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农民增收也有
了新渠道。未来澄迈县将继续往“互
联网+农业”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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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赛龙舟；五月五，划
龙船，过端午。

车辆驶过整洁宽敞的和港大道，古
朴大气的龙纹牌楼迎面映入眼帘，上书
“和乐——中国龙舟小镇”几个鎏金
大字。

和乐镇是海南万宁第二大乡镇。
据万宁县志记载，自宋朝开始，和乐港
北小海地区就保留着每年端午节赛龙
舟的传统。2012年开始，万宁与龙舟赛
结缘，连续 4年引入中华龙舟大赛分站
赛。2015年 3月，在万宁举办的中华龙

舟大赛首站比赛中，和乐镇被中国龙舟
协会授予“中国龙舟小镇”称号。万宁
和乐镇港北港成为中华龙舟大赛的首
站，也是赛事中唯一一个在海上比赛的
赛站。

“我们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有浓厚的
龙舟文化，打造龙舟风情小镇成为必
然。”和乐镇委书记吴云峰说。

2013年，万宁市开始着力探索一条
新型城镇化道路：依托自然和历史文化
资源，挖掘体育和旅游相结合的市场潜
力，打造具有独特风情的龙舟小镇。思
路确定后，万宁先后投入了近2000万元
完善比赛场地，硬化防潮堤、架设观礼
台，与国际赛事标准化对接，着力把和乐
镇打造成国家龙舟赛基地。

龙舟赛事也带动了小镇海洋经济和
海洋旅游的兴起。如今，不仅港北小海
地区发展迅猛，镇区建设也迎来新的机
遇和活力。中华龙舟大赛、万宁海钓国
际精英赛等顶级体育赛事在和乐镇港北
港接连举办，这座容纳了5.7万人的风情
小镇乘势而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完善，各项产业蓬勃发展，古老的小镇焕
发出勃勃生机。

宁静的小海边，居民建筑造型新颖，
别具风格，尖尖的屋顶鳞次栉比，深蓝色
琉璃瓦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下流光溢彩，
犹如龙鳞，往日的小渔村换了一番景象，
如同巨龙在腾飞。

“真没想到，祖祖辈辈划的龙舟赛能
够成为国家赛事，能上电视，能吸引这么
多游客；更没想到，还能让镇上有这么大
变化。”和乐镇港下村委会主任卓关生笑
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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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内的民族风情表演。 王 军摄
图②：海南万宁市山根镇多扶村鲜果采摘园内的游客。 黄良策摄
图③：游客在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骑车游玩。 翁叶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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