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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呼！哈！耶！……”今天，来自
海口的游客王光才走入屯昌县新兴镇
沙田村坡陈村民小组，就听到阵阵铿
锵有力的习武之声。

坡陈村是远近闻名的“武术之
乡”。这样的习武声，在这个小小村庄
的上空，已延续回响上百年。当地村
民人人习武、代代相传，除了练就一副
健康体魄之外，还营造了尚德、孝亲、
睦邻等良好乡风，让这坐落在青山绿
水中的村庄景美人更美。

“村里有句玩笑话——坡陈的鸡
鸭都会武术。”村民唐辉先笑侃道，在
坡陈，不论老少，兴致来了都能比划几
招，就连从村外嫁过来的新媳妇，也跟
着自家男人扎马步、舞刀枪。

“习武之风世代相传，更重要的是
习武先修德，村民们修身尚德，让村子
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桃源乡。”
唐辉先说，每个村民都要将“尚武崇
德，尊师孝亲。保家卫国，仁义礼信

……”等祖训背熟。
近年来，屯昌县立足坡陈村独特

的武术文化，多方整合资金，先后投入
近800万元，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将坡
陈村打造为美丽乡村。改造后，坡陈
村的乡间绿道曲径通幽，农家小院错
落有致，槟榔、三角梅等植物点缀其
间，洋溢着清新的气息。

在村庄改造过程中，坡陈村还将
当地的武术习俗、风土人情作为重点，
抓住武术广场等极具当地风情的元
素，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人文内涵，美
丽的乡情村景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美了村庄，还要让村民致富。
2015年7月，村集体盖起一间平房，
用以发展农家乐，想发展乡村旅游的
村民可免租金承包。本是贫困户的王
美花看中发展机遇，毛遂自荐，和另外
两户村民一起承包下来，当起股东。
当时，王美花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客
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来坡陈的客人
并不少，有时她甚至会忙不过来。

“我们这里都是纯天然的农家

饭，口感好，味道香，特别受欢迎。”
说起自家的饭菜，王美花得意极了，

“许多人觉得饭菜好吃，都成了回头
客。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都能接
待十几桌客人，以后还会更好呢！”

王美花告诉记者，未来，随着村里的
客栈、垂钓体验中心等旅游设施的
不断完善，游人将会越来越多，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好。

（本报屯城12月4日电）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12月4日上午，万宁市山根镇大
石岭村，久违的太阳穿过椰林照在草
地上。50多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曾宪蕃正带着村民在农田忙
活，他们要将10亩农田分割成小块，
用来发展共享菜园。

“以前，红色文化让我们村出了名，
现在我们要建设美丽乡村让村民致
富。”放下手头的活，曾宪蕃带着记者参
观这个正在建设中的美丽乡村。沿着
进村大道前行，一边是刚刚翻耕的农
田，点缀着小片椰林，另一边则是整齐
房舍，10多栋新建的小别墅格外惹眼。

椰林里，几名“候鸟”老人正在歇
脚。“这个村庄太漂亮了，我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蹭蹭’好空气。”来自新疆、今
年56岁的王积银带着几名老乡从山根
镇一路骑行来此。

村后，一条水泥路直通海边，沙滩
上插满了钓鱼竿。“明年，我们将着手
在这里建一个海钓平台，方便游客垂
钓，也为村民增加收入。”曾宪蕃告诉
记者。

背靠大海，紧挨着六连岭，在革命
年代，这里曾是琼崖革命据点。1924
年，龙滚镇仁造村青年杨树兴以农民

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万宁，与进步
学生谢育才、陈克邱等开展革命活动，
分别在万城、龙滚等地办起了农训所，
培养农运骨干。大石岭村村民受其影
响，纷纷响应，共有27名村民成为革
命烈士。

2004年，曾宪蕃当选为该村村委
会主任。他带领大家到琼海潭门打
渔、在村里大面积种植冬季瓜菜，让村
民摘掉了贫帽。不仅如此，他还带着
村民翻修村道、修水塔、清垃圾、铺设
自来水管，让这个曾经贫穷落后的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初，大石岭开始建设美丽乡
村，曾宪蕃更忙了。共享菜园在哪里
建、休闲栈道怎么规划、村中文化室建
在哪里……事事都离不开他，但曾宪
蕃却高兴地表示：“为村里多做点事，
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我很乐意。”

在村委会办公楼旁的共享单车亭
内，31岁的祁甫宁正在摆放新投放的
共享单车。

2017年4月，身为一家户外运动
公司老板的祁甫宁带着一帮户外运动
爱好者骑行到大石岭村，恰巧碰到曾
宪蕃。尽管两人年龄相差20多岁，但
聊起美丽乡村发展理念，却一拍即合。

“村里自然条件特别好，不仅有美

丽的乡村风貌，背靠大海，是一个不错
的骑行地。”祁甫宁帮村里人想办法，
让大石岭村成为万宁首个引进共享单
车的村庄。他还通过合作模式，指导
村里发展共享菜园，让荒废的菜地有
了“用武之地”。

现在，祁甫宁正准备将自己开设
的公司进驻大岭村，将大岭村打造成
了一个集户外运动、亲子教育于一体
的国际化研学基地，通过这种方式，将

大量游客带入村中，输入现代化管理
理念，定期请国内外亲子教育专家来
上课。

“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让村民
参与其中，学到更多的乡村发展新模
式。”祁甫宁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
上是“扶智”，可以激发村民们发挥更
多的创造性，为整个村庄的发展“裂
变”出强大动力。

（本报万城12月4日电）

引进共享单车，规划共享菜园，吸引骑行爱好者

万宁大石岭村：红色村庄踏上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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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播出
破解海南咖啡产业发展瓶颈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今天晚上播出的第67期海南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为大家带来了农业科技特别节目——
《乡间小课堂》。节目中，万宁兴隆咖啡研究院院
长龙宇宙讲授了咖啡的种植历史、种植现状、种植
前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咖啡
中心副主任林兴军、研究员董云萍则为农户上了
一堂实用的咖啡种植技术课。

龙宇宙告诉大家，咖啡在海南从无到有，现
已成为重要地方特产。许多游客喜欢在游览美
景之后，闲坐于乡间咖啡园，品尝芳香浓郁的咖
啡。咖啡市场的快速发展，给海南咖啡带来了
机遇——第一，到2020年，中国咖啡销售市场
预计将达500亿美元，而目前的咖啡消费大部
分靠进口，占整个咖啡消费市场的90%，国产咖
啡、国产品牌的发展空间很大；第二，中国咖啡
消费量年人均 20杯，以每年 15%的速度在增
长，2016年咖啡馆数量突破10万家，未来10年
将进入高速增长。澄迈的福山和万宁的兴隆都
曾因咖啡而闻名，海南咖啡具有非常良好的产
业前景。

但是，海南咖啡目前还存在一些发展难题：一
是咖啡品种花期不同步、采果期长而造成的人工
生产成本较高，培育花期相对集中的品种或开展
促进咖啡集中开花的生产措施等研究势在必行；
二是咖啡黑（枝）小蠹、咖啡根粉蚧等主要病虫害
防控技术的研发仍是本领域亟需解决的瓶颈；三
是科研滞后于生产发展，土壤分析指导施肥技术、
咖啡各生理期需肥规律以及对品质形成的机理研
究有待加强；四是咖啡生产贸易受制于国际市场
价格，种植农户的利益得不到长期稳定有效保护；
五是干法加工通常采用日晒干燥方式，干燥时间
较长，而咖啡果成熟季节的降雨量较大，导致部分
果实未能及时干燥而发霉、产酸和吸收异味，严重
影响咖啡品质。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林兴军、董云萍都在课堂
上进行了详细解答，错过首播的观众可登录海南
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重播。

海口龙华区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顺利推进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今天上午，海口市龙华区召开2018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会议表彰了2017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安排部署
全区2018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据悉，目前龙华
区已顺利完成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财政划拨
任务。

会议指出，龙华区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切实
做好2018年度《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海南
日报》、《今日海南》杂志和《海口日报》等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各责任单位要结合各自的管辖范
围和权限，进一步细化方案，明确征订对象，层层
分解，广泛发动，落实好征订任务，确保征订工作
的全面完成。

此外，要落实经费，加强督查，确保发行任务
全面完成。未完成党报党刊订阅任务的单位，不
得使用公款订阅其他报刊，纪检部门要对落实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发现违规行为要严肃查处。区
委组织部、宣传部将组成督查组，及时跟踪督查
各单位征订进度，对完成任务差的单位进行通
报。各镇（街）、各单位要自通知下达之日起，每
周定时向区委宣传部反馈征订进度情况，以便上
报督查小组，共同推进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顺利
完成。

屯昌县新兴镇沙田村坡陈村民小
组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也是省
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项目之一。

“大马五形桩拳”属南派少林拳
种，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在坡陈村兴起，
传承至今已有七代。

依托“武术之乡”文化 建设美丽幸福家园

屯昌坡陈村：尚武崇德桃源乡

本报海口 12月 4日讯 （记者
金昌波）今晚，由省委政法委指导，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
法厅、省国家安全厅、省消防总队、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向宪法
宣誓 建法治海南”第四个国家宪
法日特别节目在海南大学思源学
堂举行。

今年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维护宪法权威”。特别节目分为

《法治影响海南 捍卫平安》《改革注
入活力 打开新局》和《护航建设美好
新海南》三个篇章，以VCR+访谈+
文艺表演的形式，展现了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城市执法管理创新、医疗
纠纷第三方调处机制等海南政法工
作最新成果。节目现场还评选出了
年度优秀法治人物代表，并举行了向
宪法宣誓活动。

省高院院长董治良等到场观看
节目。

我省举办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年轻的心，坚
定信仰，记住宪法在你身旁……”今
天是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一大
早，设立于海口市第十一小学的

“2017年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
晨读活动”海南分会场童声飞扬。我

省师生代表通过全国青少年普法网
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数万所学校同步参与了
这一活动。

活动中，教育部公布了第二届全
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的获奖
情况，海南代表队获得全国总决赛团

队赛亚军；省教育厅被教育部全国普
法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为优秀组织奖；
三亚市第七小学学生钟欣逸获个人
总决赛小学组全国亚军；海南中学学
生胡紫涵、韩诗佳，海南大学学生白
智文分别获得初中组、高中组、高校
组的全国三等奖。

关注国家宪法日

部分单位及市县举行宪法宣誓
本报讯 12月 4日是第四个国

家宪法日，我省部分单位及市县举行
了宪法宣誓活动。

当天上午，海南三级法院全体法
官在各市县同步举行了向宪法宣誓活
动。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董治良在
海口与大家一起，身着庄严法官服，面
向宪法，举起右手，作出了庄严的承
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了
宣誓。

海口海关首次组织一线执法
关员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海口海
关还将以书法、绘画等方式深入浅

出地向广大海关干部宣传党的十
九大精神。

省工商局运用远程视频的方
式，举办法治专题讲座，全省工商
系统2000余名干部在省工商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楷的带领下，举起
右手，面对国旗，进行了庄严的宪
法宣誓。

定安县组织开展“向宪法宣誓”
活动，宣誓人员身着正装来到县行政
办公楼前，在领誓人定安县委书记陈
军的带领下，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宪法晨读 童声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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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旅游人才工作
入选全国旅游业
改革创新典型案例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袁宇）记者昨天
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三亚市旅游人才创新治理
工作成功入选国家旅游局编写的《全国旅游业改
革创新典型案例（第一辑）》，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
三亚市旅游人才创新治理工作的肯定。

《全国旅游业改革创新典型案例（第一辑）》深
入介绍了新时期各地旅游业改革创新的成功经
验。

2016年，三亚系统性编写《2016三亚旅游人
才发展白皮书》，在全国范围内首创“旅游人才海
绵城市”建设构想，并提出了十项具体措施。在
此基础上，三亚精心建设旅游人才数据库，通过
可视化数据的形式，在线展示三亚市国内外旅游
人才发展的综合现状，为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决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亚还开工建设了国际旅游岛人才创业基
地，在国内率先针对旅游人才打造公租房项目，
符合条件者在租期满6年后还可申请购买所租
住房，再创国内旅游人才发展创新模式。同时，
三亚还积极推动全民学英语工程，开发挖掘国际
人才。

2017年，三亚印发《三亚市人才“海绵城市”
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17-2021年）》，细化46项
任务，计划实施五大人才引育工程。三亚市委组
织部与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亚将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旅游人才落户、
医疗、子女入学等政策，并加快三亚国际旅游岛人
才创业基地二期建设。

位于海榆中线63公里
新兴镇墟西偏南方向约4公里处

距海榆中线屯昌新兴新雄路口4公里
距中线高速2公里

村庄辖区内

有6个村民小组
共155户
总人口655人
现有党员44人

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近年
来先后荣获“市级文明生态村”“海
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海南省卫
生村”称号。

屯昌县新兴镇坡陈村武术馆里，孩子们跟着师父练拳。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颜有锃 摄

万宁山根镇大石岭村风光如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