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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11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11月14日，

“发现美好新海南”2017全国重点网
络媒体海南温暖之旅大型主题活动
采访团一行，继续沿着海南西部行走
至昌江黎族自治县采风，先后来到昌
江石碌镇保突村黎族陶艺工作坊、昌
江玉艺术馆、雪古丽共享牧场以及海
尾湿地公园，赏生态美景、品黎族文
化，游绿水青山领略黎家风情……深
切感受到了昌江这座城市的魅力。
昌江独具民族特色的风情，和谐生态
环境令网媒编辑记者交口称赞。

采访团一行在昌江石碌镇保突

村黎族陶艺工作坊参观，深入了解了
昌江黎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体验原始
黎族传统制陶技艺的乐趣。

陶艺工作坊里，几名村民为网媒
记者展示着制陶的各个步骤。2006
年，昌江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被评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老人制陶
师羊拜亮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坚持手制、
篝火焙烧的原始制陶方法，忠实记录
着黎族的生活习俗及制陶史，被称为
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

浙江在线的编辑邓仲玖说：“原来
海南不止有大海，还有很多人文特
色。这些陶器有种粗中带细的原始
美，黎族传统制陶技艺让人觉得挺震
撼。这次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海南。”

“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

可人。”当采访团参观完昌江玉艺术
馆时，昌江玉雕的精美令采访团一行
啧啧称奇，他们对昌江以“授人以渔”
的方式帮扶贫困学生的政策表示赞
赏。腾讯海南编辑孙铁良说：“相信
这里能够培养出更多本土的玉雕人
才，创作出更多昌江特色的玉雕作
品，带动昌江的玉石产业的起步发
展，为昌江全域旅游添彩。”

14日下午，采访团一行来到了
海南最大的奶牛养殖基地——昌江
雪古丽共享牧场采风，体验独特的
西部草原文化。“没想到在海南岛还
有这么广阔的牧场，青草地、白毡
房、蓝天白云……看到这一切让我
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乡。”来自天山网
的编辑王昕冉说。

而更令网媒记者编辑们着迷的
是，昌江海尾湿地公园的如画风景。

正在公园内呼吸着新鲜空气、听着海
尾湿地公园解说员的讲解，一行白鹭
飞过，在碧水蓝天中绘出了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看到此景，齐鲁网编辑聂
文玉对海尾湿地公园的景色连声赞
叹，她说：“在这片湿地，可以看到很
多种的鸟类，还有不同物种的植物，
这里的原生态美景让人流连，真是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

此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南海网承办，临高县委宣传部、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东方市委
宣传部、五指山市委宣传部、三亚市
崖州区委宣传部、海南森林城市度假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棋子湾开元
度假村、海南海品集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等共同协办。

全国网媒编辑记者行走昌江

畅游绿水青山 领略黎家风情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本报八所11月 14日电 （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符才丽）“成立合作社种
植蔓花生，我们不仅领到了分红，还
有一笔不少的务工收入。”今天上午，
在东方市大田镇短草村，贫困户陈亚
德在羊舍喂完羊，又来到村东头的花
卉种植基地，给蔓花生除草，干劲十
足。今年7月份，短草村启动蔓花生
扶贫产业。短短4个多月，30多亩蔓

花生为全村71户贫困户带来38万余
元的分红收入和16.6万元的务工收
入，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脱贫信心。

陈亚德一家以前靠种辣椒维持生
计，因为坡地干旱缺水，每年都是靠天
吃饭。今年7月，短草村71户贫困户

“抱团”成立了东方市短草村富利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黑山羊养殖和蔓
花生种植两大产业。陈亚德当上了饲

养工，同时在花卉基地负责浇水、除草，
每个月有2800元的“工资”。

两个月前，合作社种出的第一批
34万株蔓花生被东方市园林局采购，
用于正在建设的东方市感恩生态公园
的绿化工程。驻村第一书记黎志吉主
动找到东方市园林局，承揽了公园的蔓
花生种植工作，组织贫困户进行劳务输
出。按120元一天计薪，陈亚德的妻子

去公园栽种蔓花生12天，赚了1440元。
“如果单卖蔓花生，除去成本一

株苗的利润是0.2元，34万株苗的收
入是6.8万元，我们包苗包工，按66
元一亩来签合同，收入是原来的7倍
多。”黎志吉介绍，通过让贫困户全程
参与蔓花生的育苗、扦插、栽种过程，
不仅增加了贫困户的务工收入，也带
动了他们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

东方短草村：

贫困户合作社务工，领“分红+工资”双薪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一阵阵悠扬的八音乐声在黎乐
堂里余音绕梁，引得不少游客纷纷驻
足；反映黎族人民耕作、狩猎、歌舞的
坡村浮雕美轮美奂；复原的黄振士烈
士展馆里一段段文字向人们述说着
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

这是记者今天上午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文罗镇坡村看到的场景。提起
家乡的变化，八音队队员、坡村村民郑
有深颇为激动：“村子越变越美，来旅
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变化太大了！”

道路更加整洁、绿化更加完善、
荒地变身湿地公园、在家门口就可以
实现增收……这些村民眼中实实在
在的变化，得益于陵水全力推进美丽
乡村和全域旅游建设。

坡村是陵水知名的革命老区，也
是中共陵水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士的
故乡。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红色革命资
源，还有着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特
色鲜明的黎家风情。但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却因为缺乏宣传而不为人所知。

“3000多名村民收入主要靠种

植圣女果、豆角等冬季瓜菜和一些热
带水果，人均年收入不到6000元。”
坡村村委会副主任顾大峰告诉记者，
村里一些村民为了补贴家用，只能选
择外出打零工。

近年来，陵水将坡村设为示范
点，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切入点，打造
坡村旅游业。

“以前村里都是土坯房，现在家家
户户都住上了富有黎族特色的房子。”
提到村居环境和房屋立面改造，土生
土长的村委会干部吉雄峰有一肚子话
说，“不仅居住环境变舒适了，政府还
留出庭院位置，给大家发展庭院经济。”

坡村的旅游建设可谓颇具特色：
将打造的时光邮局、公社食堂、革命
书屋等特色景点进行串联，通过“听
红军讲故事”“领粮票吃革命餐”“模
拟战场训练”等项目，仿佛将身着红
军服装的游客带回革命年代。

“我最喜欢‘时光邮局’，可以给过
去和未来的自己分别写一封信寄出
去，体会时光的滋味。”在聚集了众多
年轻人的“时光邮局”，来自北京的游
客曹曦雯一边写着信，一边告诉记者。

门口的二八自行车半嵌入石墙，
村民农耕生活用品平铺而开，唤起游
人对老时光的想念。心愿树洞里珍
藏着记录四面八方游人美好心愿的
纸条。漫步“时光邮局”，时光仿佛镜
子一般触手可及。

随着“公社食堂”“时光邮局”“革
命书屋”等文创项目的打造，坡村为更
多的游客带来切实可行的游玩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坡村在全域旅游
示范点的建设中，还以“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
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子。

据坡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仁会介绍，坡村成立了以党总支部为
核心的坡村运营管理公司，负责坡村全
域旅游示范点日常运营管理工作，实行
村民收益共享，大大增加了村民收入。

村里的贫困户有的加入了舞蹈
队，既丰富生活又能赚钱；有的加入
农家乐当上了大厨；有的经营起售卖
特色农产品的店铺……为贫困户脱
贫致富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就业机会
和渠道，“坡村的75户贫困户在去年
就全部实现脱贫，精神状态更加积极

向上了。”王仁会透露。
自从村里打造红色主题旅游村，对年

过六旬的村民郑有深而言，一天最开心
的时光就是到黎乐堂排练、演奏八音。

“13个老伙计，从50多岁到70多
岁都有，大部分从小都是学过乐器的，
现在干不了重活，却能在八音队发挥
余热。”郑有深说，他们的队伍里，能吹
奏唢呐、二胡、竹箫等10多种乐器。

顾大峰告诉记者，八音队与舞蹈
队的表演就是坡村运营管理公司组织
的旅游演出项目。每位参加排练的队
员每天都会有经费补助，加上演出收
入，每个月每人都能领到2000多元。

“队员们通过歌舞不仅身心愉
悦，精神面貌发生了改变，从中还可
以得到部分收入，大家都很开心。”郑
有深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咱们坡村的红色旅游也
发展得有声有色。我决定回到家乡
工作，坡村一定会越来越美！”采访结
束，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刚结束外
出打工回到坡村的村民黎桂子信心
十足。 （本报椰林11月14日电）

全域旅游助力脱贫，美丽乡村建设换新颜

红色旅游火了陵水坡村

三亚免费开放10家
全域旅游英语角
普通市民也可参加学外语

本报三亚11月14日电（记者袁宇）国际化
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是三亚的建设方向。记者
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为助力国际化精品城
市建设，该市已在全市范围内创建10家全域旅游
英语角，旅游从业人员、国内外游客均能在英语角
内体验国际化多元文化。

根据相关方案，三亚全域旅游英语角内设有专
业的英语教师负责引导，以外教口语交流、英文视
频赏析、英文游戏等多种交流形式，吸引市民与游
客积极互动。三亚全域旅游英语角在对象、时段等
均不做任何限制，普通市民游客均能免费参与。

此外，三亚还制定和修正了《三亚旅游实用英
语100句》，并将其作为全域旅游英语角的基础学
习和借鉴资料，并全面开放下载，在市内营造国际
化语言环境。三亚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景区等
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学英语活动，提升全体市民
的基本英语会话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游客接待
能力和服务水平。

据了解，10家全域旅游英语角分别分布在以
下单位：欧亚非西餐厅、海呈书店（新风街店）、三亚
蜈支洲岛旅游区、中廖村、南山景区、三亚国际免税
城、天涯海角景区、丰兴隆公园、三亚银泰阳光度假
酒店、海棠湾汇智社会工作服务社。目前这10家
英语角均已挂牌完成，将有序开展英语角活动。

舞剧《黄道婆》福州获赞
本地题材彰显文化自信

本报福建11月14日电（记者尤梦瑜）11月
13日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三亚市委宣传
部出品，省歌舞团及其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创作演
出的原创民族舞剧《黄道婆》在福州上演，无论是
作品本身的创作还是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等都让
福建本地文艺家们称赞不已。

在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戏剧理论家王
评章说：“以‘黄道婆’为人物创作舞剧难度不小，
因为黄道婆和周围的人、事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
人物在海南的成长没有激烈的曲折。而海南却能
以她为题材创作出这部精彩的舞剧，反映出海南
文艺工作者们的创作水平。”

福建省舞协主席、国家一级导演石振华说：
“舞剧的编导、舞美设计、作曲、舞蹈等各方面都非
常优秀，传递出海南开阔包容的一面。舞剧也刻
画出黎族、汉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创新等品质。”

石振华说，舞剧《黄道婆》就体现出海南文艺
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它把民族的传承、文化的传
承、技艺的传承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赏心悦目，制作精良，这是一份来自海南的艺
术享受。”福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青年编剧蔡福军
评价说，一部舞剧的关键在于好的故事，《黄道婆》
恢弘大气的同时故事扎实，尤其是讲述了黄道婆和
黎族姑娘符巧在海南的相识相知、锦囊相授、以命
相托与相思等，这些都让舞剧有了感人的戏剧性。

2017海南芒果
调优增效会议召开
关注芒果健康栽培

本报三亚11月14日电（记者陈奕霖）今天，
2017海南芒果调优增效会议在三亚召开。会议
围绕我省芒果产业未来发展道路及所面临的问题
进行探讨。行业专家指出，政府部门需要尽快出
台调节剂限量标准，建设产业技术体系，抱团发
展，提升组织化水平。

据介绍，芒果是我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热带水
果，达78万亩。近年来，我省芒果产业竞争力不
断增强，果农收入逐年上升，芒果产业已成为我省
热带水果龙头产业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但海
南芒果产业发展仍然面临着协调性差、恶性竞争、
新技术无法满足需求等问题。

中国热科院品质所所长陈业渊在“海南芒果
现状与未来发展建议”的专题报告中指出，海南芒
果种植生产不应“一味求早”，而是要通过减少用
药量，用传统的断根、环割辅助方法来控梢催花，
减少果实育败率。

三亚市副市长李劲松表示，芒果产业调优增
效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也是带动贫困户通过
产业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效的重要途径，健康栽培
则是芒果产业调优增效的基础，该市将积极引进
健康栽培理念和技术。

脱贫攻坚进行时

儋州开展建筑行业
劳动保障专项检查

本报那大11月14日电（记者易宗
平）今天，儋州启动全市建筑行业劳动保
障专项检查，从即日起至12月25日，重
点检查和督促各建筑工地及时足额发放
工人工资，确保工人开心地回家过年。

儋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此次专项检查，旨在
实现3个目标：全面摸清全市建筑行业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客观分析存在问题
及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建筑行业劳
动合同的覆盖率和签订率，提高劳动合
同管理水平，进一步规范劳动关系；深
入贯彻执行劳动保障和建筑法律法规，
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行为，禁止无用
工主体资格的个人、组织及“包工头”的
非法用工行为；及时妥善解决农民工工
资拖欠问题，确保农民工合法权益。

海南银行与海南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郑甜）今天，海南银行与海南大学在海口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在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
深度交流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海南银行成立两年来，支撑长远稳健发展的
基础不断夯实，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
效增强，而海南大学聚集全省水平最高的师资队
伍，双方的战略合作将开辟我省银行与高校合作
的新局面。

按照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海南大学将
为海南银行提供人才培训、人才输送、学术交流、
理论研讨等服务。海南银行将以双方合作为契
机，积极探索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在国家法律、
法规和金融政策允许的业务范围内将海南大学作
为重点支持的对象，并为海南大学提供涵盖校园
卡、银行卡、代收学费、代发工资等全方位的教育
金融服务。

景点 |
坡村号时光列车、时光邮局、公社食
堂、革命书屋

文化 |
红色文化和黎族文化

美食 |
白切文罗鹅、酸笋炒鸭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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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村位于陵水文罗镇东北部
从陵水县城出发
驾车约11公里
18分钟

S305

陵水坡村
坡村村委会共有11个自然村，分别为
万州村、二沟村、进中村、新西园村、
走水村、坡村、加仲村、青山村、万家
村、良亚村、放卓村，总人口为672户
3082人。其中坡村66户330人。

三亚将建
启迪之星孵化基地

本报三亚11月14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推进新兴科技产业发
展，三亚正积极探索招商引资、人才引
进等多种渠道。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
获悉，该市已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合作打造启
迪之星（三亚）孵化基地项目，依托清
华科技园启迪之星孵化器创新创业企
业孵化、资本管理等优势和资源，创新

“孵化器+科技金融+创新产业基地”
模式，推动三亚科技发展的转型升级。

根据合作协议，该项目将重点培育
一批新三板挂牌和上市企业，每年至少
扶持30人自主成功创业，带动500人就
业，孵化企业2至3家；5年内，培育优秀
创业项目不少于30个，引进高端人才不
少于10个；10年内培育优秀创业项目不
少于60个，引进高端人才不少于20个。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孩子们在坡村的红色革命基地了
解革命斗争的历史。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