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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西岸观察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
哉风”“门前万事不挂眼，
头虽长低气不屈”……今
天，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
书院，再次响起背诵东坡
诗词的声音。凡是完整背
诵3首东坡诗词的游客，皆
可免费入书院参观旅游。

东坡遗风，代代传承，
生生不息。多个朝代更迭，
建筑陈旧的东坡书院，日渐
失去讲学功能。幸运的是，
历经数次修缮、扩建，儋州
东坡书院现已成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保护性开发东坡
文化旅游资源，在儋州东
坡文化旅游区项目工程基
础上，儋州启动了“田园东
坡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
资30亿元，整合包括东坡
书院在内的东坡文化旅游
区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
建设文化休闲度假区。如
今，历经沧桑的东坡书院
及其周边景区，正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儋州打造“田园东坡综合体”，东坡文化旅游再迎发展良机

无限春风来海上 千年书院百花开

■ 易宗平

一代文豪苏东坡谪居儋州 3 年，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儋州主要
表征为东坡书院文化。虽已历经千年
风云，东坡文化在儋州文化旅游中仍
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在儋州“东坡文化体验之
旅”全新旅游产品中，背诵东坡诗词免
费游览东坡书院等五大活动不但催生
旅游新业态，而且“一线串珠”般地整
合了市内多个景点。

在既有硬件基础上，儋州围绕东
坡书院连片开发东坡文化旅游大景

区。该市大手笔投入的“田园东坡综
合体”，着眼于开发建设多功能、多业
态旅游产品。此举将使东坡书院及其
周边景点景区，全方位融合东坡文化
与生态文化。

保护性开发传统文化的这些探
索，使文化旅游的新业态不断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健
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
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政策利好，正逢其时，为培育儋
州东坡文化旅游新业态带来巨大

机遇。
近年来，儋州以东坡书院为核心，

以东坡文化为灵魂，以产业链为架构，
保护性开发东坡文化旅游业。假以时
日，苏东坡当年“兹游奇绝冠平生”的
感叹，将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推动儋
州着力打造颇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

海南炼化斥资逾7亿元
进行检修改造
计划明年初完成大修工程

本报洋浦10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梁振
君 通讯员贾永存）“巨无霸”似的反应器，一台就
重达895吨。不过，由“2000吨+800吨”吊车，却
轻松地完成吊装。这是10月26日，位于洋浦经
济开发区的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炼化”），实施催化原料预处理
（RDS）装置增上反应器改造项目的情景。

10月26日，海南炼化催化原料预处理（RDS）
装置增上反应器改造项目新增的第二台重达895
吨的反应器，顺利吊装就位。至此，该装置本次改
造新增的两台反应器全部吊装就位。该项目是今
年检修改造投资最大的项目，投资额2.8亿元。

据了解，自2013年10月检修后开工至今，海
南炼化已连续安全运行超过4年，达到炼化行业
连续安全稳定运行先进水平。该公司全厂停工检
修改造工程，将于11月8日全面实施，计划总投
资7.2亿元，预计2018年1月8日完工并投产。

近年来，海南炼化经过不断改造升级，炼油能
力大幅度提升。今年上半年，该公司炼油产值达
215亿元，同比增长23.56%。

洋浦前三季度空气和
海域环境指数持续优良

本报洋浦10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毛华丰 陈开任）洋浦环保持续向好。洋浦经济
开发区环保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
季度，洋浦空气质量质量优良率达100%。

环保部门监测结果显示：1月至9月，洋浦空
气质量优良率100%。其中，优级天数219天、占
比78.9%，良级天数53天、占比21.1%；可吸入颗
粒物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34 微克，同比下降
12.8%；PM2.5 每立方米 16 微克，同比下降
23.8%。此外，该开发区近岸海域6个监测点所有
监测的项目，均符合一、二类标准，持续优于环境
管理目标要求。

洋浦经济开发区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将继续联合相关单位开展环保专项检查，督促开
发区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前三季度儋州接待过夜
游客147.97万人次
同比增长19个百分点

本报那大10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李
秋欢）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旅游委获悉，1月至9月，全
市接待过夜游客147.97万人次，同比增长19.06%；
实现旅游收入8.05亿元，同比增长19.48%。

近年来，儋州力促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
协调配套、均衡发展。今年前9个月，儋州系列旅游
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海花岛项目、东坡文化旅游区、
骑楼小吃街等7个重点旅游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
成率达89.3%；天香木兰产业园、玫瑰体验产业园项
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分别为64.5%和66.8%。

在加快推进旅游业硬件建设同时，儋州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旅游宣传营销模式。今年儋州
市参加了北京国际旅博会、澳门国际旅游（产业）
博览会、天津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四川国际旅游
交易博览会等活动，组团到深圳、吉林、澳门等地
开展招商推介会活动，举办了第五届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暨首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
会，开展以“旅游让生活更幸福”为主题的“5·19”
中国旅游日等活动。

儋州市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说，积极开展多场
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儋州独特风土人情及丰富旅
游资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该市越来越成为多
路游客向往和流连忘返之地。

南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扶贫帮困
引导和支持儋州槟榔村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那大10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林远春 陶昱）军民一家亲，结对奔富路。近日，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组织英模连队“猛插决胜”
连赴儋州市那大镇槟榔村，持续开展对口帮扶活
动，军民携手共建示范村。

为发挥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上的战斗堡垒作
用，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安排英模连队“猛插决
胜”连党支部，与槟榔村党支部结成对子。

今年以来，该连队引导槟榔村开展多项工
作：推进美丽乡村编制，挖掘客家文化，打造槟
榔村特色酒坊和粽子文化产业园，成立村酒饼叶
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动群众种植粽叶、三叶蜜
饯、水晶蜜柚、红心橙和油茶树，摆脱原来的单
一橡胶产业模式。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陈永
庚表示，军民共建示范村，是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充分发挥部队“支部建在
连上”“党指挥枪”等党建优势，增强后进村支部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有力措施。

面对部队的帮扶，那大镇经济发展办副主
任、槟榔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符鹏信心满满地说，
着力推进军民以党建为抓手共建示范村，提升了
全村群众精气神，使这个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了
活力和动力。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刘易均

绿树掩映的潮水中，一只只跑海
鸭“呱呱呱呱”的鸣叫，自由惬意地游
弋。今天，儋州市光村镇新隆村村民
唐山明站在养鸭基地，笑眯眯地告诉
记者：“今年前10个月，我家养殖的
跑海鸭，赚了至少10万元。”

唐山明透露，自己养殖6000多
只跑海鸭，还带动附近5户村民养殖
上万只。

种养结合的跑海鸭产业，在儋州
市排浦镇已有多年实践。

2009年，排浦镇禾丰村村民陈
汉洲成立了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
社，年种植瓜菜1500多亩，年养殖跑
海鸭10万只，初步形成循环农业：跑

海鸭提供的有机肥，使农作物长得更
茂盛。该合作社理事长陈汉洲说，合
作社推行“三送一收”模式，即送鸭苗
（瓜菜种子或种苗）、送料（饲料或肥
料）、送技术和包产品回收，使社员吃
下“定心丸”。

如今，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
向该市光村、木棠、新州等多个镇延
伸，采取“合作社+合作社”“合作社+
大户”“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广泛
发展跑海鸭产业。

陈汉洲介绍，他与位于光村镇的
儋州承意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唐山
明等养殖大户，以及120户贫困户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儋州承意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了50多户
贫困户。光村镇欧宅村贫困户陈仁

爱兴奋地说：“我在家门口的合作社
打工养殖跑海鸭，有工资和分红两块
收入，下班后还可以照顾家庭。”

在发挥带动效应的同时，儋州跑
海鸭产业“双管齐下”开拓市场。

首先是产品本身品质高。陈汉洲
介绍，吃海洋生物长大的跑海鸭，生产
的跑海鸭蛋营养丰富，含有多种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无素及维生素。如今，

“儋州跑海鸭蛋”已被核准为地理标志
商标的农产品。

其次是提前谋划市场出路。陈
汉洲说，他多次到武汉、南京、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联系客
商，为产品打开农超对接的通道。

旺销市场的跑海鸭蛋，使儋州西
北部沿海乡镇许多养殖户有了致富

依托。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社
员董现明说，他养鸭10年，总收入不
低于100万元，不但修起了新房，而
且在供3个孩子上大学同时，手头上
仍然还有闲钱用。

“跑出”品牌效应的儋州跑海鸭
蛋产业，已成为儋州九大品牌农产品
之一。

对此，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
儋州农业提升的突破口就在于品牌
发展。要把标准化建设、人文地理、
文化内涵挖掘、营销渠道和方式创
新、科技体系支撑等与品牌建设结合
起来，加大对包括跑海鸭蛋在内的地
方特色产品的培育，打造具有市场竞
争力的农产品品牌。

（本报那大10月30日电）

专业合作社发挥带动效应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

儋州跑海鸭：跑向全国跑出名堂
关注儋州品牌农业②

一头耕牛昂着头，仿佛要发出长
啸。这是儋州东坡书院内一副雕塑，
后面的墙壁上镌刻着苏东坡的《减字
兰花·己卯儋耳春词》：“春牛春杖，无
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
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
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如今，儋州东坡书院及其周边景
区，也迎来了“无限春风来海上”般的
发展契机。近年来，儋州以东坡书院
为核心，以东坡文化为灵魂，以产业链
为架构，保护性开发东坡文化旅游业。

在推广方式上，打造“东坡文化
体验之旅”全新旅游产品。

为了开掘东坡文化的深厚积淀，
2015年2月7日，儋州启动“东坡文
化体验之旅”，推出了五大活动：背诵

东坡诗词免费游览东坡书院、东坡诗
词背诵大赛、东坡诗词书法大赛、发
现“儋州之美”摄影大赛、东坡美食和
儋州特色美食推介等。到同年12月
底，全国共有1292位选手参加东坡
诗词背诵大赛，他们中年龄最大者82
岁，最小者仅4岁。

最浪漫背诵大赛与其他多项活
动，为儋州吸引了大量游客。儋州市旅
游委主任李洪涛说，“东坡文化体验之
旅”设置了从海口和三亚出发的两条线
路，使儋州系列相对分散的景点像明珠
般串联起来，将文化游、生态游、候鸟游
等整合起来，并辐射沿线相关产业。

在硬件建设上，围绕东坡书院连
片开发东坡文化旅游大景区。

2012年，儋州启动东坡文化旅游

区一期项目，计划投资6.46亿元。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3.71亿元，包括
建设旅游公路、故城路、给水工程、东
坡村、东坡湖、九品香莲基地等。

2017年7月，儋州东坡文化旅游
迎来新机遇。该市招商引资的“田园
东坡综合体”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
元，整合东坡文化旅游区的文化资源
和自然资源，建设文化休闲度假区。

儋州市“田园东坡综合体”由中国
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将围绕“一水”

“一带”“两区”实施。“一水”即北门江。
“一带”，指沿北门江两岸一带打造“东
坡文化水镇”。“两区”为：提升东坡书院
文化旅游区，包括东坡书院、儋州故城、
东坡剧场和东坡诗廊等；共享农庄示范
区，包括七里水廊、天堂民宿、万亩观光

稻田、水生花卉、水果作物园等。
目前，儋州市“田园东坡综合体”

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该项目将
通过弘扬东坡文化，整合儋州东坡文
化旅游区域内的东坡书院、儋州故
城、中和古镇、天堂古村、七里古村、
儋州调声、儋州美食、农业综合经济
等文化资源，以及江河、田洋等自然
资源，开发建设集“文化产业、休闲农
业、共享农庄、文创古村、水镇水廊”
等多功能、多业态于一体的“田园东
坡”文化休闲度假区。

这个项目建设期3年。届时，东
坡书院及其周边景点景区，将让人全
方位领略东坡文化与生态文化融合
发展的魅力。

（本报那大10月30日电）

在横幅“鸿雪因缘”下面，身穿淡
雅长袍的苏东坡端坐中间，一手拿着书
卷，一手捋着胡子，正为当地名士黎子
云讲学，东坡之子苏过则侍立侧后。这
是东坡书院内的一组雕塑，生动再现了
东坡先生在此传播中原文化的情景。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七
月，一代文豪苏东坡再次遭贬，从广
东惠州渡海来到海南儋州。次年，被
政敌派人逐出官舍的东坡先生，得到
当地民众支持，“坐客欲为醵钱作
屋”，东坡“欣然同之”，将此屋起名为
载酒堂。

此名源自《汉书·扬雄传》，扬雄
“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
者载酒肴从游学”“乃刘棻尝从雄学
作奇字”。意即扬雄家贫嗜酒，当时

有好学的人载酒肴跟他游学。后世
用“载酒问字”的典故，指慕名登门请
教。

一时间，儋州及其周边地区的黎
子云、裴闻义、姜唐佐等，都经常聚于
载酒堂，向东坡先生请教。据《琼台
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指苏东坡）
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
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儋

州东坡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国强
说，苏东坡在载酒堂设帐教徒，自编讲
义，“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
其人心”。由此，儋州及周边地区兴起
求学崇文之风，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
才子。其中，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

人，符确则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
公元1100年五月，苏东坡遇赦北

归。此后，载酒堂依然成为当地名士
集会讲学之地。明朝嘉靖二十七年
（公元1548年），载酒堂被改称东坡书
院。

据《儋县志》载，从清朝到民国期
间，多位官员和绅士曾筹资修缮和扩
建东坡书院。但东坡书院建筑还是日
益陈旧，不少文物受到损毁和丢失。

对儋州东坡书院进行第一次集
中修缮，是在1984年。而最大规模
修缮是 2014 年，儋州市多方筹资
1200万元，对东坡书院进行了全面
修缮和扩建，包括文物维修，新建游
客接待服务中心，新建上档次的旅游
厕所，整修景区道路、绿化工程，添置

服务管理设施，改造陈列馆等。
目前，儋州东坡书院占地150亩，

是集古建筑、文献、书画、楹联、碑刻、雕
塑、器具、井泉等为一体的著名人文景
观。景区内，有千年古井、500年树龄
古树、东坡祠、载酒堂、钦帅堂、尊贤堂、
怀贤亭、望京阁、劝耕圃、陈列馆等。

传承东坡文化的载酒堂（东坡书
院），吸引了北宋进士李光、南宋诗人
杨万里，以及郭沫若、田汉、邓拓等多
位文人雅士寻访并题写诗词。

其中，与东坡同属北宋的李光在
七言古诗《载酒堂》中，盛赞“东坡文
章喧宇宙，粲如日星垂不朽”。田汉
《访东坡书院》诗云：“冒雨来寻载酒
堂，东坡佳句满高墙。”字里行间，留
露出对东坡先生的景仰之情。

书院传承 东坡佳句满高墙

发展契机 打造“田园东坡综合体”

培育东坡文化旅游新业态 正逢其时

B

我省不断加强
松涛水库水源保护

近日，航拍儋州市南丰镇
松涛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
加强松涛水库生态环境和水源
保护的力度，禁止在松涛水库保
护范围内开展筑坝、围库造地、
爆破、打井采石等破坏行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跑海鸭养殖基地。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