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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
大会境外展馆引来宾关注

国内外乡村美景
一览无遗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大会非常用心，安排了专门的
展区，向各位朋友展现我家乡的美
丽乡村建设，欢迎大家去游玩。”12
月 9日，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
村发展大会日本展馆前，前来参会
的“半农半X”创始者、日本作家盐见
直纪说。

会议期间，主办方邀请了日本、加
拿大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区的专
家学者来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交
流。为让来宾能够更直观、多方位了
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
情况，展区在现场通过立体浮雕、图
片、微缩景观等形式，展示当地的标志
建筑、特色民俗和优美风光。

“境外的展区，真让我大开眼界。”
参会嘉宾莫靡说，各地不同的景色，不
同风情的美丽乡村令他应接不暇。

“我虽然去过台湾，但是还没有机
会去看看台湾的乡村建设。”来自北京
的嘉宾吕凤侠说，台湾风情的展示让
人过目不忘。

“你看，在加拿大的乡村，每一座
民居前绿树成荫，他们的绿化工作很
值得我们借鉴。”来自澄迈县规划所的
邢孔卫分享了他的感受。

台湾民宿协会会长吴乾正表示，展
馆宣传的形式值得称赞，一方面嘉宾能
通过展台了解了多地美丽乡村建设情
况，另一方面也将台湾美丽乡村推介出
去。 （本报椰林12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周晓梦

干净整洁的硬化路、古朴素雅
的文化墙、绿树环绕的文化舞台
……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米
埇村大艾园村民小组，游人不禁感
叹村子的美。农村环境“脏乱差”问
题基本消除，加上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和发展多种产业，如今的大艾园
村美丽初现。

“我负责的卫生区已经打扫干净

了，就来村里看看有没有哪里需要打
扫的。”今天中午，记者在大艾园村见
到环卫工人汪荣英，她负责打扫光坡
镇墟路面，但她经常会主动承担一些
村里的卫生工作。

打造美丽乡村，需要政府的引导
和支持，也需要村民们的主动作为。

“雄哥，村里发展乡村旅游需要
一支八音队，很多村民都想加入，但
他们的演奏水平参差不齐，您能不能
利用晚上的时间教教他们。”日前，大

艾园村八音队队长王建省找到村里
的演奏能手陈道雄，希望他能够担任
八音队的器乐辅导员。

“没问题。”陈道雄爽快答应，村里
发展需要出力，他觉得义不容辞。现
在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大艾园村的
文化舞台，鼓乐齐鸣，该村八音队成员
聚集在此练习乐器演奏。在陈道雄的
指导下，八音队的演奏水平得到提升，
还得到了去村外表演的机会。

陵水每年在光坡镇举办的圣女

果采摘季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听
闻游人想留宿在村，大艾园村村民李
孟琴把自家多余的房间收拾出来，打
造成民宿，满足客人的需求。

大艾园村的梧桐树下，是村民们
茶余饭后的爱去之处。记者看到，在
这里放置了两个垃圾桶，村里男女老
少都很自觉地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如
果有小孩把垃圾扔在地面上，大人会
主动捡回垃圾桶，并耐心教育。

“垃圾定点存放，定时清运，农户

禽畜圈养，村里没有了粪土乱堆、垃
圾乱倒、污水乱泼、禽畜乱跑的现
象。”米埇村党支书马亚二介绍。

另外，每周二为党员绿色活动
日，米埇村通过党员带头、全民参与、
定期评比等方式，引导村民参与环境
整治，促进了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村里每天干干净净的，我们都
很舒心。”村民符绩川说，其实，打造
美丽乡村，每个人都是建设者，也是
受益者。 （本报椰林12月10日电）

本报椰林12月10日电（记者林
晓君 苏庆明）今天上午，出席2017
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的与会
嘉宾，赴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
实地考察坡村美丽乡村建设。

黎乐堂前好热闹！歌舞表演、
民族服装走秀……由当地村民组成
的坡村舞蹈队为嘉宾带来了一场场
精彩的表演。来自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探戈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嘉
宾洪玉花说，坡村为多才多艺的村

民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村民带来的
表演独具民族特色。

在坡村湿地公园，莲花在池塘中
盛开，村民生活污水在流到这里后，
经生物自然净化工艺处理，再次回归
农田，可谓环保与美观兼具。“目前我
们镇也正在大力推进湿地公园建设，
这次实地考察是互相学习的好机
会。”保亭响水镇宣传委员陈丽说。

在坡村的革命书屋里，工作人员
郑亚涯告诉考察团，自己之前在外地打

工，得知政府要对家乡进行打造，便决
心返乡工作，如今每月都能领上1000
元工资，且“一出家门口就可以上班”。

“村子变化很大，很自豪。”导游
周小娜是本村人，今年3月起在坡
村当导游，她的工作是带着游客参
观，并向他们介绍黄振士纪念馆、百
米浮雕展等景点。

在坡村展销中心，有着红色革
命标识的纪念物陈列在展柜上供游
人挑选，展销中心工作人员周亚阳

说，现在自己每天的工作是向游客
推销旅游产品，不用再背井离乡外
出打工，自己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可以看出，坡村的基础很好，
政府投入很大，有企业参与进来，而
且这里游客很多，一般来陵水都是
来看海的，坡村偏远，一定是‘有招’
才能吸引人过来。”一位来自屯昌县
屯城镇的嘉宾表示，坡村目前可玩
的项目较少，不利于长远吸引客人，
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与会嘉宾考察陵水坡村，坡村特色鲜明获赞

村民才艺有了展示的平台

省住建厅与国开行海南分行签署合作备忘录

支持海南城镇化建设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官蕾 孙慧 通

讯员冯凝 杨洲 实习生曾君倩）海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与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8日签署
《支持海南城镇化建设服务美好新海南战略开发
性金融合作备忘录》。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海南省“十三
五”时期建设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在
棚户区改造、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等领域加强合
作，支持海南城镇化建设，服务美好新海南。

据了解，国开行致力于支持我省经济发展中的
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省内重点项目提供长期、
大额、低成本资金支持，逐步成长为支持地方经济
发展的主力银行。国开行自2007年支持海口玉沙
村棚户区改造开始，10年来棚改业务覆盖海口、三
亚、儋州、洋浦、文昌。截至今年9月末，国开行累计
向海南授信承诺棚改贷款1079亿元，累计发放贷
款695亿元，贷款余额543亿元（全省占比80%），
助力32万户百姓出棚进楼，实现“安居梦”。

近三年投入2000多万元

万宁新建改建
50座旅游厕所

本报万城12月10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
员梁振玮）记者近日从万宁市政府获悉，为加快旅
游厕所建设，从 2015 年至今，该市已投入
2006.32万元，在高速公路、旅游景区、旅游度假
区、交通集散点等地新建和改建旅游厕所50座。

据了解，为全面提升旅游厕所建设与管理服
务水平，万宁以市民游客为中心，重点解决“景区
如厕难、公共厕所管理难”等问题，加快推进旅游
厕所建设。从2015年至今已投入2006.32万元，
在高速公路、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交通集散点
等地新建和改建旅游厕所50座，其中新建旅游厕
所32座，改建18座，逐步建立起“数量充足、布局
合理、设施完善、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
的旅游厕所服务体系。

万宁市副市长王如龙表示，旅游厕所关乎万宁
的文明形象，近年来该市加强旅游厕所的建设、管护
与规划。今后将加大对旅游厕所的管理，继续完善
相关设施配套，确保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如厕需求。

12 月 10 日，参
加2017中国（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的
与会嘉宾、记者，参观
走访陵水黎族自治县
大里，实地考察美丽
乡村建设，体验独特
的少数民族风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体验原汁原味
民族风情

■ 周晓梦 李艳玫

恰逢周日，天气晴朗。12月10日，参
加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的
嘉宾，趁着最后一天行程，搭伴出行，一
同去看看陵水黎族自治县的美丽乡村。

去程的车上，有些嘉宾和媒体记
者讨论起昨天大会上的议题，讲乡村
里的产业，聊民宿，各说各的想法。
车行一个多小时，很快就到达了目的
地—光坡镇大艾园村。

在过去，它是陵水的一处革命据

点，有历史有故事；现在，它是当地著
名的美丽乡村，村庄生态良好，干净
整洁，圣女果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
百姓收入来源越来越多。

进了村，村民热情地指着村里文
化大舞台的方向，说那儿有民乐演出
和水果小吃，是为大家准备的。循着
民乐声和干净的村道，参观嘉宾们来
到大舞台前，一看：嗬，是真热闹！牛
皮凳鼓、调胡、鼻箫、二胡，甚至是一
片树叶等乐器，在村民的吹奏下，组
成一首首“最炫民族风”……

村里的小朋友们也围着看演出，3
岁的唐英铭，边吃零食边玩，她把五六
张糖果纸随手扔在石凳底下，哥哥唐英
耀见状，弯腰用手捡起了所有的糖果
纸，起身扔到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

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帮妹妹捡起
糖果纸？“不捡环卫阿姨就要辛苦
咯。”唐英耀答。

唐英耀口中的“环卫阿姨”是村
民董丽霞，她是村里环卫小组的成
员。“我们村共有3位环卫成员，一般
每天上午和傍晚扫村道，清运垃圾，

其余时间就是该做农活做农活。”董
丽霞说，相比几年前村民卫生观念已
大幅提升，“现在大家都不会乱丢垃
圾，统一放统一收。”

“各村党支书是环境卫生第一责
任人，村委会主任是直接责任人，农
户是具体责任人。”一名村干部介绍，
陵水各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组
成环境卫生监督管理领导小组，负责
每月对该村环境卫生落实情况进行
不定期的巡查、检查。

督查越严，治理效果越好。大艾

园村从原本垃圾遍地、粪污横流的村
庄，转变为垃圾收集、转运率为100%
的美丽乡村，地表水环境质量达环境
功能要求，村庄绿化覆盖率 36%，卫
生厕所普及率90%，各项指标已达省
卫生村标准。

村民越自觉，村庄的美丽越持
久。大艾园村里，对于小小年纪的

“唐英耀们”而言，爱护环境卫生是随
手一个自然的动作；而久居村中的

“董丽霞们”，则是村子一点一滴美丽
变化的守护者。

■ 本报记者 孙慧 官蕾
通讯员 张宏谋

“小孩不听话，把你送大里。”曾
几何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大里是
最艰苦贫穷地区的代名词，不少父
母教育小孩要吃苦耐劳的时候就用
这句话来训斥。

坐落在吊罗山区的大里地区，
世代居住着许多黎族村民，山区里
山林密布，瀑布飞天，美景醉人。但
因交通闭塞，人均耕地少，大里也是
陵水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2016年，陵水推进大里地区的
美丽乡村建设，这个拥有着世外桃

源般山水美景的黎乡开始进入人们
眼帘，大里的村民也借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东风发展多种产业增收。

今天，来参加2017中国（海南）
美丽乡村大会的部分嘉宾代表们，
走访参观大里，实地体验陵水的美
丽乡村建设。

车队从高速路口驱下，进入吊罗
山区沿着山路蜿蜒而上，风景醉人。

在小妹村，黎族阿妹阿哥们，早早
就穿上黎族盛装，在村口等候客人到
来。“以前游客来大里，都是直奔着大
里瀑布、吊罗山等去，很少会停留下
来，现在村庄面貌变化大了，有住宿有
农产品卖，游客过来也愿意在村里吃

饭、住宿。”小妹村委会主任王专说。
大里地区的小妹村下辖3个自然

村、173户，在几年前还是个贫困的村
庄，村民收入主要靠种植槟榔、水稻，
收入较低，从2016年开始，陵水县政
府先后投入了6500万元用于包括村
庄道路、排水排污、民房改造、路灯亮
化、活动场所、教育环境、瀑布景观等
方面的基础设施改造建设，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来游玩的人多了起来。

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黄永益觉
得怎么说也说不完。“以前村里多是
老瓦房，漏风漏雨的，道路是新但是
一到晚上没灯黑漆漆的，现在危房改
造，村里建了不少新房子，路灯也安

装了，晚上村道都是亮堂堂的。”
在村广场前，村民自酿的山兰

酒、自采的蜂蜜受到游客热捧。小
妹村驻村第一书记韩斌说，政府希
望通过旅游加扶贫的模式，将小妹
村打造成一个美丽乡村旅游示范
点，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从北京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小
妹村文化陈列馆停驻许久，他一直
在观看村民马小施织黎锦。“这种手
工织锦方式很特别，图案也很丰富
多彩，这就是这个黎族村庄在美丽
乡村建设时应该好好保存的传统技
艺。” （本报椰林12月10日电）

陵水大里通过旅游+扶贫模式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正逐步摆脱贫困

大山深处织锦绣

记者手记

陵水大艾园村消除“脏乱差”，滋养文明新风

村民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和受益者

在大艾园遇见美丽

文昌中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上接A01版

在教学革新上，文昌中学近年来高频次地开
展各学科课题组活动，每一次课题组活动设置主
题发言人，每一位教师都要参与发表意见，形成常
态化机制；各课题组分别成立命题组，学生的每一
张试卷，都要经过至少“1名教师执笔、3名教师讨
论、1名教师作答、1名教师审题”，根据本地学生
实际情况，出品高质量的卷面。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严格考核教师的业务能
力。文中每天都有公开课，凡是公开课，同课题组
教师必须到场听课，互相汲取。每学期教师教学
的受欢迎度，以学生民意测评作为调查依据，如果
测评结果是不满意，教师要被调离岗位，重新学
习。由于考核严格，促进了教师互相比拼着提高
教学水平，整体提升学校教学质量。2010年以来
文中共有25名学生考取了清华北大；2017年，文
中本科A批上线率达87.3%。

提升学生幸福感
在对学生的关怀上，文中历年从来不遗余

力。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贫困学生每月
有400元的学校补贴，全校有300多名学生享受
补贴，文中每年在资助贫困学子方面，仅补贴一
项，年支出达100余万元。

记者到校采访当天，正值文中109周年校
庆。在当天举行的文艺晚会上，20个节目全由学
校师生编排和表演。歌舞节目、器乐合奏、诗歌朗
诵……整台晚会紧紧围绕“大美文中”“和谐文中”

“幸福文中”这三个主题设计和演出，《秦王点兵》
《盅盘变奏曲》《神舟带我去太空》等节目颇具气
势，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和现实意义，很好地展
现了文中师生的风采。

让每一个文中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追求
自己的梦想，在这里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是文中
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也是对孩子们的承诺。文中
曾入选中国高中“最具幸福感学校”50强，如今，这
份“幸福感”正切切实实地充盈着孩子们的心灵。

让学生做“两极人”
在这座占地面积达512亩的校园里，目及之

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因为该校实行教学区、运
动区、生活区“三区分开”，我们能在校园的不同区
域领略到截然不同又相互融促的魅力。

相较于教学区的严谨有序，运动区更能展示
文中学子的青春活力。排球场、游泳池、舞蹈房、
足球训练基地、综合性大型球场……文体场馆和
设施几乎占到了校园面积的三分之一，可每到课
余时间，仍是没有一块场地空闲。

很多人如此评价文中的学生：不会“读死书”，
不做书呆子，而是“两极人”——身在课堂，便聚精
会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走出
课堂，便生龙活虎，运动项目中的“十八般武艺”，
人人都能熟练地掌握其中一项或多项。

特别是，由于生长在“排球之乡”，文中学子耳濡
目染又受名师指点，排球技术很是了得——学校排
球队先后获得27项全国中学生排球比赛冠军，并多
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中学生排球锦标赛，战绩斐然。

这两年，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文体活动需
要，新一任文中领导班子加大力度推进第二课堂
基地、校园书吧长廊、教学游泳池等项目建设，深
受学生欢迎。

古老的文中，在青春的汗水和呐喊声中愈显
生机勃勃。 （本报文城12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