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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文明生态村建设让群众
享受发展红利——

建文明生态村
助村民奔富路

■ 本报记者 丁平

12月 2日，望着停在店门前一辆辆挂着含
“京”“黑”“吉”等字样车牌的车，琼海市会山镇加
脑村陈秀兰苗绣工作室负责人陈秀兰一边忙着绣
苗绣发箍，一边感叹：“苗绣天天戴，景色天天看，
原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现在看来，是政府帮我
们把家乡‘点石成金’，在家门口就实现从‘吃低
保’到‘吃旅游饭’的转变。”

陈秀兰做事勤快，又是苗绣能人，但过去却不
能致富。陈秀兰分析原因为，加脑村地处偏远、交
通不便。前些年自己做的苗绣，只能卖到万宁、定
安、屯昌等周边市县，“都是自己背着去，再除去交
通成本，挣的并不多。”

更糟糕的是，2013年，陈秀兰儿子遭遇了一场
车祸，对方又没钱赔偿，让陈秀兰一家陷进了贫困
的泥潭。

转机，始于2014年。这一年，会山镇紧紧围
绕琼海市委、市政府“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
海”的发展战略，整合资金1000万元，将加脑村打
造成会山镇美丽乡村的建设样本。

陈秀兰也在会山镇政府的帮扶下，于2014年
建立了苗绣工作室，专门加工、出售苗绣手工艺
品。

随着加脑村从无人问津的偏远苗村变成宾客
盈门的美丽乡村，陈秀兰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
来。“2015年收入近4万元，2016年收入4万多
元。今年的收入还没算，光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
期间，就收入3000元。”陈秀兰说。

得益于一系列精准扶贫措施，去年年底，陈秀
兰家顺利脱贫。不仅如此，陈秀兰还把全村的苗
绣能人集中在一起组成团队，并带动2名贫困户
增收。

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促进脱贫攻坚，加脑村只
是一个缩影。

琼海市扶贫办主任冯雄介绍，琼海市以文明
生态村建设、全域旅游等为契机，通过龙寿洋万亩
田野公园、嘉积镇北仍村、会山镇加脑村、塔洋七星
伴月景区等，引导支持贫困户积极参与农家乐、民
宿、特色旅游产品开发等旅游业态，拓宽贫困户增
收致富渠道。

针对5个整村推进的贫困村，琼海市将它们
全部列入文明生态村建设计划，多方整合资源、加
大扶持力度，通过市领导挂点、市直机关结对帮
扶、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常驻工作队、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培育村庄特色产业等方式，依托文明
生态村建设，让贫困群众切实享受到文明生态村
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

目前，琼海市整村推进的5个贫困村已全部
完成区域性整体脱贫，分别形成了黑山羊养殖、蜜
蜂养殖、山鸡养殖、生猪养殖、沉香种植和光伏产
业等特色产业。其中，今年11月龙江镇深造村被
评为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村，其余4个贫困村全
部按照文明生态村标准完成打造。

文明生态村建设，还促进乡村生活环境更加
美好。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文明生态村
的建设标准，我们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生态修
复和基础设施建设。琼海把生态修复作为文明生
态村建设的重要抓手，重拳整治万泉河非法采砂
现象，实施万泉河流域生态修复，完成生态复绿
5000亩。集中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城乡生活
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覆盖全市自然村；完成槟榔
烘干绿色技术改造，遏制空气污染；实施城乡供
水、交通畅通、光网覆盖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工
程，加快推进政务、旅游、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
源向农村覆盖；通往行政村和民族自然村的道路
全部实现硬板化，城乡同网供水覆盖率78%，农
村改厕率93%，“村村通公交”通达82.4%的行政
村，光纤网络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更加便利。

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琼海农村产业发展。数据
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琼海市乡村旅游接待
338.65万人次，同比增长11.6%；乡村旅游收入
14.57亿，同比增长8.7%。

（本报嘉积12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冬日鹿城，暖阳普照，鸟语花
香。今天上午，三亚市天涯区文门村
村民周桂荣哼着曲儿，在自家院子里
忙着筹备农家乐项目。随着“千年古
寨”文门村的文明生态村创建稳步推
进，该村独有的历史人文、生态环境
等资源声名远扬，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来观光。

近年来，三亚深入贯彻中央、省
委有关部署，高度重视文明生态村创
建，把文明生态村创建作为一项民心
工程、发展工程，通过优生态、富文
化、壮产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改善
农村生活环境、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农民经济收入，为美丽乡村
建设、全面脱贫攻坚、打造全域旅游
谱写新篇章。

2015年起，三亚按照“四化四
有”创建标准，即绿化、亮化、净化、硬
化，有文化室、有农家书屋、有宣传
栏、有篮球场，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
并于当年年底实现全覆盖。今年，三
亚计划安排19亿元，重点推进建设
博后村、南山村等31个村。

三亚市文明委主要负责人说，三
亚通过出台规章制度、加快垃圾处理
项目建设等长效机制，保障干净卫生
有序的生活环境。

外塑形象，内拓内涵。让村民文
化生活美起来，是三亚文明生态村创
建中的重要内容。“村里有道德讲堂、
精神文明建设宣传专栏、农家书屋
等，还有善行义举榜、村规民约，氛围
越来越和美！”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
村民陈惠珠说。

与此同时，三亚市崖州区南山
村党支部书记董海林也在思考如
何打好“文化牌”促产业发展，“作

为传统的黎族村庄，南山村要通过
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改造以黎族养
生文化为主题的慢食餐厅、养生民
宿，进一步盘活人文历史、生态环
境等资源。”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因地制
宜发展“文化演艺+观光旅游”模
式，或许能为董海林提供借鉴思
路。今年4月，中廖村引入深圳华
侨城集团，共同合作开发民宿、餐
饮、演艺、游乐项目，村民们也化身
为讲解员、电瓶车司机、客服、演
员，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乡村发
展建设当中。

“以前靠种瓜菜勉强维持生活，
现在每天表演四场节目，一个月工
资能有3000元哩！”今年7月，中廖
村村民黄菊金成为村里的固定表演
班底。

“三亚积极探索‘政府+企业+村
集体+农户’的多元产业融合发展兴
村之路，发展‘旅游+’‘生态+’等模
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三亚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举行的省综
合招商活动中，三亚乡村建设项目引

“伯乐”关注，签约金额达 86.97 亿
元。

如今，三亚村庄发展产业各美其
美：青塘村发展省首家亲子主题的乐
园；南山村依托崖州文化资源发展

“文化+旅游”；三亚西岛社区依托景
区资源打造美丽渔村……

“三亚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贯彻落实省委有关部署，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继续深化文明
生态村创建，争当海南文明生态村
建设的排头兵。”三亚市委主要负
责人说。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冬日的暖阳透过橄榄树的茂密枝
叶，星星点点地洒在火山石铺就的步道
上。和风拂来，香水莲花的芬芳馥郁为
古朴的村庄更添几分雅韵。

今天下午，参加全省文明生态村创
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的代表们，赴海
口市秀英区的美社村、美富村、冯塘村、

冯塘绿园、施茶石斛种植基地，实地考察
海口文明生态村创建成果，切身体会了

“村在林中、院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妙
感受。

海口市秀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钟
红霞向大家介绍，近年来，秀英区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为总体要求，将文明生

态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新海
南的重要载体，推动创建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美孝村、冯塘村获评第五届全
国文明村镇；美富村通过培育石斛产业
帮助农民实现脱贫致富梦；施茶村作为

“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每到节假便
游人如织……

老人们奏起八音，孩童们诵起古文，
妇女们跳起广场舞，汉子们打起羽毛球

……记者注意到，生活在文明生态村里的
人们自得其乐，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他们对前来考察的代表们也很是热
情，又是请大家体验磨豆浆，又是为大家表
演唱山歌，又是为大家沏上一壶清甜的石
斛茶，还多次邀请大家闲时带亲友到村里
体验“乡愁滋味”。

三亚市文明办主任张红艳对今天考
察的村庄印象深刻：“特别是，美富村的

每家每户都将家风家训制成牌匾挂在门
前，形成合力去传承这座村庄延绵了
600多年的优良传统。这使我们深切地
感受到：文明生态村创建既要注重‘面
子’，更要注重‘里子’，不断提高村民素
养、提升乡村内涵，让讲文明、树新风成
为村民的自觉行为。”

“施茶村引进石斛‘点石成金’的故事
早有耳闻，今天的实地考察学习更让我充

分了解到，当地村民是如何依托电商平
台，彻底改变过去的生产经营方式的。”
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楚蝶说，五
指山生态优良、土地肥沃，红茶、忧遁草、
小黄牛等农产品深受人们喜爱。她将把
施茶村的电商平台创建经验带回去，帮
助山区百姓通过拓宽网络销售渠道实现
脱贫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
实基础。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日前，中国村庄家训家风施茶馆
在海口市秀英区施茶村美富村民小
组落成并揭牌。火山石砌成的展馆
独具琼北民居韵味，展览包括中国家
训起源、历史名人家训等内容，既阐
明了中国人的修身治家之道，也展现
了海南人淳朴善良的品质。

海口市石山镇施茶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义乾说，如今的美
富村，文明乡风促进了乡村发展，家
家户户把家训挂门前，村民们依托旅
游、石斛产业过上了好日子。

近年来，海口深入贯彻中央和省
委部署，在文明生态村创建中，以“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为总体目标，强化规划
先行、发展绿色产业、厚培文明乡风，
推进文明生态村全面升级。

海口在文明生态村创建中，以“多
规合一”改革为契机，将文明生态村创
建融入各领域，在“一个战略、一张蓝
图、一个平台”中实现绿色决策，把手
中“沉睡资源”转化为“绿色资本”。

“我们精心编制了文明生态村建
设短期规划和中长期规划。”海口市
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指导文
明生态村进行有序创建，个性化创
建，不搞千篇一律。例如，美兰区红
树林滨海片区的星辉、碌尾等41个
文明生态村临海创建，三江镇临湖东
坡湖、仙鹤等13个文明生态村沿湖
创建，形成“演丰临海片区”“三江鹤
舞九湖”精品片区。

规划先行，产业支撑。海口依据
各村特色做好规划后，把文明生态村
创建活动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经济结合起来，做大做
强绿色生态经济，为文明生态村建设

注入内生动力。
过去只能从石头缝里“抠”出黑

泥种庄稼，如今成为五星级美丽乡
村，施茶村引进石斛“点石成金”的故
事在海南传为佳话。

2015年施茶村引进石斛种植，让
黝黑的火山石变成了石斛茁壮生长的

“良田”。截至目前，已累计投资600
万元，完成200亩种植面积。农民既
有土地租金收入，又有分红和打工收
入，人均增收近5000元，村里的贫困
户在2016年就实现了全部脱贫。

12月3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
永兴镇冯塘村，琅琅读书声正从村口
的祠堂里传出。屋内，20多个孩子围
坐在一起朗诵诗词，领读的是75岁四
川退休语文教师杜贵芳。

过去，村里很多家长都外出打
工，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2015
年，杜贵芳得知后，决定在冯塘村创
建“国学课堂”，每周坐车从海口府城
来到冯塘村，免费为孩子教授中国传
统文化。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纷
纷慕名而来。

“海口将厚培文明乡风与文明生
态村的创建融为一体。”海口市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充分挖掘本
土文化元素，把火山文化、乡贤文化、
国学文化、海南八音文化等融入到文
明生态村建设中，突出特色化的文化
内涵，营造出浓浓的乡愁文化氛围。

海口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
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将文明
生态村创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和建
设美好新海南的重要载体，推动创建
工作迈入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口共建成
1987个文明生态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
84%。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创建全面升级，海口已建1987个文明生态村

发展绿色产业 厚培文明乡风
优生态、富文化、壮产业，三亚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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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参会代表考察海口文明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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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口市永兴镇冯
塘绿园骑行。

⬅12月5日，在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美富村，参加全省文明
生态村创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
会的与会代表实地参观并了解
海口文明生态村创建成果。

➡12月5日，参加全省文明
生态村创建工作现场经验交流
会的与会代表考察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施茶村石斛种植园。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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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海口共建成

1987个文明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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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塔昌村 福寨村 东坡湖村 等

19个村被评为全省文明村

冯塘村 龙鳞村 苍东村 等

9个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三亚

今年，三亚计划安排19亿
元，重点推进建设博后村、南山

村等31个村。

2015年起
三亚按照“四化四有”创建标准

绿化 亮化 净化 硬化

有文化室 有农家书屋
有宣传栏 有篮球场

四化

四有

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并于当
年年底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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