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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从海口
市区出发走中线高速，转海榆中线，总
路程约30公里，开车40多分钟可到。

冯塘村人口共有 50 多户 280 多
人。明朝末年一对名叫冯经、冯纶的兄
弟，搬到了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启
了冯塘村400多年的历史。

特产有槟榔、橄榄、香水莲花、鹧
鸪茶、香蕉。 （梁 辑）

冯塘村

■■■■■ ■■■■■ ■■■■■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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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1月 18日清晨，南国冬日的阳
光透过苍翠的橄榄林，在遍布火山石
的土地上投射出斑驳光影。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罗经村委会冯塘村村民冯
斯凯伴着初阳，来到橄榄园中的“绿色
水吧”忙活，采摘橄榄、清洗水果、摆放
桌椅，将小店打理得整洁精致，等待着
这个周末第一位客人的到来。

从“藏在深闺人未识”到“门前车
马纷纵横”，在近几年海口秀英区美
丽乡村建设的大力推进下，永兴镇和
罗经村委会的干部引进企业发展乡
村旅游，建成冯塘绿园，使这个历经
400多年岁月的琼北古村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机。

冯塘村的美，美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刚进村，便见几棵大榕树遮天蔽
日，游客在树下品茶休息。村民介
绍，这几棵榕树已有300多年历史。

村子中央有一口约4亩的池塘，
一池碧水宛如一颗绿宝石镶嵌在古
村中。“过去这个池塘很脏，村民的生
活污水直接排到池塘里面。”冯塘村
村民小组组长冯在福介绍，进行美丽
乡村建设后，村里将污水截流，引入
村民各家的化粪池中。

古村的西北角，有一片水草丰茂
的湿地，在水边可见白鹭翩翩，因此得
名白鹭家园。冯塘绿园副总经理王小
龙说，以前村民在这进行农作物种植，
经济效益低且破坏生态，将这个湿地
保护起来后，白鹭渐渐多了起来。

“不砍一棵树，不占一亩地，在保
护中开发。”这是天堡嘉圆公司进驻
时董事长王斌的承诺。

走在绿园之中，可见许多民宿木
屋散布在橄榄树林间。冯塘绿园总
经理杜思思介绍，这些橄榄树树龄都
在15年以上，为了保护这片橄榄林，
民宿木屋都选择建在原本是荆棘丛
的荒地上，没有因此砍过一棵树。

冯塘村的美，美在践行传统美德
的淳朴民风。

“企业从外面带来的员工仅8人，

其余数十名员工都是冯塘及附近村
的村民。企业进村两年多，没有丢过
一件东西。”杜思思告诉记者。

“我们村总共有280多人，没有吸
毒、赌博这些现象。”冯在福介绍，冯
塘村向来重视村规家风的建设，民风
较为淳朴。

走在绿园之中，可以看见许多以
“仁爱”“友孝”等传统美德命名的亭
子，游客在园中游览，也可以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熏陶。

“为了弘扬尊老美德，从开业以
来，园区每个月都会为村里老人发放
200元的敬老补贴。”杜思思介绍。

村口有一间国学堂，上百年的石
头老屋被修葺一新，案几、挂画等体
现出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

冯塘村的美，美在产业提振，村
民生活越过越红火。

两年多来，政府和企业整修了村
中的道路，安装新路灯，修建了公共
厕所，冯塘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来冯
塘村游玩的市民越来越多，村民的生
活水平也迈上新台阶。

“有技术的村民可以去餐厅、客
房等部门工作，没有技术的也可以做
文明疏导员，维护园区秩序。”园区营
销部工作人员王孔翔介绍。
“过去我们村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

多元，现在翻了一番多，生活是越过越
好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让我们更有信心把村子
建设好。”冯在福介绍，村民以每年800
元一亩的价格将土地租给企业，同时
在园区打工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元工
资，还可以将自家农产品卖给游客，自
留的槟榔园这几年收成也不错。

“我们企业希望通过一二三产融

合促进当地村民增收。”王斌说，接下
来在做好旅游开发的同时，将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打响冯塘绿园的品牌，

使村民和企业共同迈向更美好的生
活。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政府、企业与村民共建，打造一二三产融合的琼北美丽乡村

冯塘村：四百年古村焕新颜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

细雨朦胧，文城的街道干净而整
洁，坐落于文昌孔庙景点内的孔子学
堂，古色古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古训和孔子的画像悬于堂前。

“儒学，中华文化之主流。”11月
19日上午，海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
任、教授史振卿在这里授课。学生、
家长、游客……自发前来听课的人们
满怀热情，原本只有80个座位的教
室挤进了百余号人。

为引导未成年人做有道德的人，
文昌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孔子学堂
讲座，3年来共计安排2100名学生参
加孔子学堂学习。与此同时，全市

117所中小学开设“未成年人道德讲
坛”，3年累计23万余人参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11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文昌市作
为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城市受到表彰。

点：孔子学堂传承经典

入棂星门，行拜师礼，行感恩礼，
诵读蒙词，笔点朱砂，开笔生辉……
在孔子学堂授课人的案头，一叠叠记
录学堂活动的相片，再现一幕幕庄重
的情景。

“文昌既是海南三大古邑之一，
也是知名的文化之乡，上千年的文化

积累，造就了文昌独有的文化气息。”
文昌市孔子学会会长林尤潮说，正是
这样的氛围，让文昌成为文人辈出、
能人涌现的热土，这样的文化，理应
由青年一代去继承和弘扬。

多年来，文昌孔子学堂坚持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体，与教
育部门等联手，在全市开展中小学生
经典诵读比赛、国学征文比赛、表彰
弘扬国学文化先进分子等活动，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经典。

线：家校联手关注教育

在文昌市各中小学，生动而别具
特色的“未成年人道德讲坛”也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

“我们不仅对学生开展思想品德
教育，还会借家长会，或设计主题班会
等形式，增加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强化
家长们对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视。”文昌
市会文中心小学校长韩韧说。

学校以抓好学科教育、活动实
践、校园文化和师德建设4个环节为

重点，不断完善德育课程体系，将中
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族团结进步等教育内容贯穿于各
类学科教材设计、课程改革、课堂教
学中。

面：社会和谐形成风气

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昌人，一
年一度的重阳节也是他们的盛会。
这一天，不仅当地的百岁老人受到关
注，被授“紫贝寿星”，敬老爱幼、邻里
和睦、夫妻和谐的典型也会被表彰，

“好媳妇”“孝子”的故事被人津津乐
道，人心向善的氛围浓郁。

为强化社会教育功能，文昌市相
关部门还组织辖区未成年人开展文化
体育、学习雷锋等活动，参与“文明社
区”“文明楼院”等创建活动，丰富未成
年人校外生活；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及公益性活动场所，全部面向未成年
人免费开放；全市在17个镇建立17
所乡村少年宫，实现乡村全覆盖。

（本报文城11月21日电）

创办省内首家孔子学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文昌：成风化人 润物无声蜈支洲岛获“年度
最佳IP口碑景区”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三亚旅游再添佳绩。记者今天
从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获悉，2017中
国旅游IP高峰论坛于日前在上海举行，
该景区因地制宜打造“运动型海岛景
区”初具成效，荣获“年度最佳IP口碑景
区”称号，助推三亚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据悉，本次论坛围绕“IP为王”的
主题，吸引了长隆集团、蜈支洲岛旅游
区、浙旅集团、中惠旅集团等国内知名
旅游企业代表，以及国内旅游业资深
专家、行业精英等700余人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在变革时代中旅游IP发展
新思路及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
分享旅游IP化成功经验，探索构建全
域旅游目的地IP体系渠道，助推旅游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论坛举办期间还对外发布了“年
度最佳IP口碑景区”，得益于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以及先进的发展理念，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以鲜明的“运动
型海岛景区”旅游IP获得业内同行认
可。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依托独特旅游资源，如何带动
农村可持续发展？记者今天从三亚
市委获悉，该市“十镇百村”工程稳步
推进，将在海棠区藤海渔村探索“政
府+企业+村民”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集精品民宿、文创工坊、特色工艺品、
海鲜广场等产品于一体的综合旅游
服务业，打造美丽渔村。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三亚市委
书记严朝君带队，实地考察调研了藤

海渔村，就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问
题、难题现场讨论并给予解决方案。
据悉，藤海渔村临近蜈支洲岛、皇后
湾，具有山、海、湾、滩等多元景观，旅
游资源丰富，区位、资源优势明显。
根据规划，藤海渔村项目拟投资
8300万元，通过“政府+企业+村民”
模式，完善农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就地改造、提升乡村景观与功能，充
分挖掘藤海渔家、疍家文化内涵，打
造集精品民宿、特色旅游手工艺品、

文化创意工坊、渔乐坊、特色小吃、海
鲜广场等旅游业，形成“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服务产
业链，进而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居住
环境，实现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发展

“美丽经济”。
严朝君在调研中表示，三亚市将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相关部署，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稳步推
进“十镇百村”工程，集中打造文门、
西岛、南山、藤海等一批美丽乡村示

范性项目，提升村容村貌、促进农民
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明效益和产
业效益。其中，藤海美丽渔村项目要
发挥好空气、好温度、好生态优势，各
相关部门干部要进村入户驻村工作，
充分利用景区旅游资源优势，高效、
强力、扎实推进美丽乡村项目建设，
实现村庄与景区联动式发展。

根据工期，该项目将于明年3月
底前建成一期工程并投入使用，预计
于明年国庆节完工迎客。

三亚藤海美丽渔村预计明年3月一期建成投入使用

渔村变身景区 渔民换个方式靠海吃海

海口古村冯塘村的新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白沙陨石坑获授
省级地质公园资格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陈
雪怡）记者近日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
到，为有效保护、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
地质遗迹资源，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省政府同意授予海南白沙陨石
坑省级地质公园资格。

根据相关要求，白沙黎族自治县
政府要遵循“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
护”原则，在获得资格后的3年内，建
立健全省级地质公园管理机构，完成
《海南白沙陨石坑省级地质公园总体
规划》的编制、报批和发布，以及按规
划完成地质公园的建设任务，并报省
国土资源厅验收、确认。逾期不能完
成规划和建设任务的，取消其省级地
质公园资格。

我省顺利组织实施首次
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我省首次组
织实施的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口语考试于11
月18日至19日顺利举行。为服务2726名考生，
我省共设置8个考场，启用700多个机位，分32
个场次实施了考试。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是为科学测
量和评价大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口头交际能力和全
面提升英语“听说读写译”综合运用水平，由教育
部考试中心组织实施的一项考试工作，自2017年
起在全国范围正式开考，是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做好此项考试的组织实施工作，省考试
局组织我省有关高校教务部门工作人员，于3
月上旬分别到四川、山东、江苏等省份的省级考
试管理部门和西南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山东财
经大学、南京大学等开设该项考试的考点进行
了广泛调研，并就我省开考此项考试工作作了
论证。经过充分准备，省考试局结合我省实际，
批准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作为我省2017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考点，
接受全省四、六级口语考试考生报名及组织考
试工作。

海南西部中学
将于明年底建成
总投资5.69亿元

本报那大11月2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周鲁）今天，位于儋州的海南西部中学工地，一
辆辆工程车来回奔忙，现场正加快建设。该中学
总投资5.69亿元，将于2018年底建成，办学规模
约100个班。

海南西部中学项目位于儋州市中兴大道西延
线末端牙拉河农场与中国热带农科院交界的地块
内。依据“一心两轴”的规划结构，该校围绕中心
由两轴依次划分为教学区、运动区、生活服务区，
总建筑面积13万余平方米。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教学楼、艺术楼、学生活动中心、图文信息中心、学
生宿舍楼、教职工宿舍楼、食堂、东大门、教辅楼及
西大门、体育馆、游泳馆、钟楼、运动场看台等主体
建筑，以及室外运动场、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
绿化等工程。

儋州市发改委汇总数据显示：海南西部中学
项目计划总投资5.69亿元，2016年 8月开工以
来，已完成投资2.09亿元。其中，学生活动中心
已封顶，体育馆、游泳馆正开展清表工作。

据了解，海南西部中学项目预计2018年底建
成，办学规模约100个教学班，全校人数规模约
5000人。

全省696名贫困学子获
三亚百年职校免费教育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习
生王茹仪）“我差点因贫困而不能继续求学，幸好
三亚百年职校给我了再次读书的机会，我也因此
变得自信和开朗。”近日，在三亚百年职校开学典
礼上，新生代表曾小苓感激地说，她会踏踏实实走
好每一步，为未来打好基础。

开学典礼上，中国建设银行再次向三亚百
年职校捐赠人民币200万元，为学校提供办学
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据了解，中国建
设银行已连续6年为该校捐款，累计捐款已达
1200万元。此外，为了将爱心传递下去，三亚
百年职校毕业生从受助、自助到助人，现场为学
弟学妹捐款15481元，目前他们已累计捐款26
万余元。

百年职校是中国第一所全免费公益职业学
校，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资助
定点学校和“希望工程职业教育助学计划”实施
学校，依托社会各界的爱心资助为贫困家庭子
女免费提供职业教育。自2005年在北京办校
至今，其公益办学的足迹已遍布成都、三亚、武
汉、郑州、大连、银川、丽江、梅州，以及安哥拉首
都罗安达。

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三亚
百年职校成立7年来，始终秉承“教育照亮人生，
技能立足社会”的校训，已为全省696名贫困家庭
子女免费提供职业教育。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25日开建
选址海棠区，划地400亩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林诗婷）记者
今天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十大工程”的重点工
程之一——人大附中三亚学校项目正稳步推进，
校园设计方案已修改完成，选址海棠区龙江村旁，
将于11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届时将开设小
学、初中、高中，并设国际部招收国际学生。

据悉，在三亚教育、财政、国土等各相关部门
努力推进下，人大附中三亚学校项目进展顺利，校
园设计方案已修改完善，项目立项、选址用地、项
目用地范围内的征拆、进场清表、平整用地等前期
工作已基本完成。根据规划，该项目建设用地
400亩，投资规模预计在10亿元内，总招生规模
约3300人。此外，该项目还将建设教师公寓，保
障教育人才发展。

三亚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大工程”
关注教育提升，该市将在未来3至5年，新建或改
扩建58所中小学、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