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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1月18日电 （记
者李艳玫 通讯员黄艳艳）南湾花
镇旅游景区自去年开业以来，依
靠三角梅花海和四川自贡花灯打
造出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成为
陵水又一农旅结合的典范。

在去年我省公布的61家被
批准为2017年海南共享农庄创
建试点名单中，南湾花镇榜上有
名。“将南湾花镇打造成集种植、
观光、娱乐、餐饮、住宿等为一体
的生态休闲农庄是我们接下来的
工作重点。”景区副总经理于树民
说。

据了解，南湾花镇共享农庄将
设有农园、农家乐餐厅、特色民宿、
露营地、体育娱乐场地等区域。“让
游客在我们的共享农庄中能够体
验到田园之乐，品尝到原生态特色
的种植养殖食品，享受到有趣、健
康的娱乐生活。”于树民说。

除了让游客有景看，有地方
玩，该共享农庄还将通过提供就
业岗位反哺周边居民，促农增
收。目前，景区共聘用260名工
人从事绿化管理、苗木栽培等工
作，其中当地农民160名。

于树民表示，随着共享农庄
的深入打造，所需的工作人员也
会增加，他们会优先考虑聘用当
地村民，培训出更多的专业技能
型劳动力，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
富、共同发展。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哇，三角梅开得真艳，这么大一
片花海太美了。”1月17日，来自天津
的游客吴金兰刚走进陵水黎族自治
县南湾花镇旅游景区，便被眼前大片
的三角梅吸引。

位于陵水新村镇曲港的南湾花
镇旅游景区，依靠花海和灯海打造出
一个五彩缤纷的“三角梅王国”。今
年1月1日开园以来，景区已经接待
游客1.5万人次。

在这个占地面积5000亩的旅游

景区，近150万株、共90多个品种的
三角梅竞相绽放。踏园赏花，是游客
在此能够体验到的乐趣。园区中，一
片片颜色亮丽、造型各异、大小不一
的三角梅花阵，在阳光下尽显独特风
情。

“原来，三角梅有这么多种颜色，
同一株还可以开出几种颜色的花，真
是长见识了。”吴金兰说。

南湾花镇景区副总经理于树民
介绍，目前这里有树龄20年以上的
精品三角梅2000余株，景区力争打
造成为国内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的三

角梅种植基地，让游客能够观赏到更
齐全的三角梅品种。

在景区中，约700亩的环形人工
湖上有5座观光桥。位于湖中央的
风光岛，绿树成荫，吸引不少白鹭来
栖。在此，除了能够欣赏到千姿百态
的三角梅，游客还能观鸟飞听虫鸣。

“目前，园区中建有450亩农家
果园，种有芒果、圣女果等作物，果子
成熟的季节，游客可以采摘，享受当
农夫的乐趣。”于树民说。

除了花，灯也是南湾花镇景区的
主打项目。每当夜幕降临，上百组四

川自贡彩灯“点亮”花海，为游客献上
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据介绍，园区灯展分为海洋世
界、异国风情、中华故事等几个板块，
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灯饰进行点缀。
在海洋世界板块，闪烁的霓虹灯犹如
波光粼粼的海面，章鱼、水母等海洋
生物在“水面”上跃动，俨然一个动感
十足的“海洋王国”。

在夜色中，由玫瑰花形的LED
灯组成的玫瑰灯海，营造出浪漫甜蜜
的氛围。除了地面上的灯光造景，景
区还在人工湖水面上打造灯组，水面

上的灯与水中倒影交相辉映，别有一
番风味。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南湾花镇还
会上演烟花秀，表演形式以高空烟花
为主，中低空烟花错落配合，让游客
置身于一片灿烂的烟火海洋。

于树民介绍，景区希望通过打造
集休闲观赏、繁育科研、度假养生、展
现民族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农
业休闲度假旅游景区，填补陵水旅游
休闲观赏体验产品的空白，为海南旅
游项目添亮点。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黄艳艳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曲
港的南湾花镇旅游景区里，橙红、枣
红、朱红、紫红、粉红、玫瑰红等几十
种花色的三角梅竞相绽放，绚丽夺
目，引得游客纷纷拍照。如今，三角
梅的种植繁育成为南湾花镇一大独
立产业。

在南湾花镇，三角梅良种繁育区
占地将近1000亩。为了培育更多更

优良的品种，园区特地从我国广东、
福建、云南等地及美国、泰国、印度、
日本等国家引进百余种三角梅幼苗
和成品进行繁育、嫁接，并从全国各
地请来专业园艺师傅来负责这一工
作。

近日，记者在繁育区看到，园
艺师邹成超正熟练地将一截截半
指长的三角梅芽接到另一品种的
三角梅枝干上。“把几种不同颜色
的三角梅嫁接到一起，这棵三角梅

就能同时开出几种颜色的花，有非
常好的观赏效果。”邹成超介绍。在
繁育区，还有造型师傅专门负责剪
枝，把三角梅“雕琢”成想要的模样。

园艺师王欣宝介绍，南湾花镇引
进的三角梅品种丰富，有不少“珍
宝”，仅树龄20年以上的精品三角梅
就有2000余株。景区的师傅们都很
专业，他们掌握栽培基质、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温度及光照等有关知
识，致力于提高三角梅品质。

据介绍，三角梅花期主要集中
在10月至翌年4月，为了拉长赏花
期，南湾花镇与省农科院携手，致力
研发培育花期长达10个月的“陵水
牌”三角梅，让游客全年均可赏花。

景区经理王效梁告诉记者，繁
育区如今除为南湾花镇培育三角梅
外，还对外供货。三亚美丽之冠、鹿
回头公园及海南部分滨海旅游公路
等地就用上了南湾花镇的三角梅。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要修出层次，把树干露出来，提高
观赏性。”近日，在南湾花镇旅游景区，
王亚珍一边给一株近2米高的三角梅
剪枝，一边向记者讲解着修剪的门道。
眼前这个双手娴熟地在花枝上翻飞的
师傅，两年前除了粮食外，没种过别的
东西。

45岁的王亚珍是南湾花镇景区
附近新村镇长坡村村民，过去他和妻
子靠种植家里的两亩地生活，年收入
3万元。2015年，王亚珍想外出打散
工补贴家用，当时他得知离家不远的
南湾花镇景区正在招工。

“在这里工作包吃包住，最重要的
是还能学到本事。”王亚珍告诉记者，
过去一直在家务农，这是自己的第一
份正式工作，“来了后我就跟着别人
学，他们愿意教，我也愿意多干点。”

在景区，王亚珍的主要工作是浇
花、施肥、种花、剪枝，他现在每月能领
到3600元工资，与同样在景区务工的
妻子陈菊荣工资加起来，每年能挣7
万元。而到景区工作后，王亚珍家里
的地没有撂荒，而是租给了承包户种
圣女果，每亩每年收取租金1800元。
与过去相比，他家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王亚珍说，自己最崇拜的是景区
从福建请来的园艺师，“他们不仅能

把三角梅修剪好看，还能用枝条做出
很多造型。”提到他们修剪三角梅的
手艺，王亚珍很是羡慕。他说，下一
步自己想学习给三角梅做造型，成为
一名真正的园艺师。

“南湾花镇项目是租用当地村民
土地建起的，景区通过提供就业岗位
反哺村民、促农增收。”景区经理王效
梁介绍，景区将提供酒店运营、安保
管理、园区清洁、苗圃嫁接与维护等
就业岗位，吸纳附近的村民与贫困户
到景区就业。

“目前我们长坡村就有8个人在
景区上班。”王亚珍说。23岁的新村
镇城坡村村民郑英姑在今年1月1日

开园时到景区兼职，她每天的工作是
负责售卖景区门票。

“每天上午从家里出来，3分钟车
程就到景区，在这里工作离家近，很
方便。”郑英姑告诉记者，每月能领
2800元工资。

2014年便到景区担任农业技术
员的隆广镇三间村村民董亚强学会
了修建花圃的本领。“等学精了手艺，
我要自己创业当老板。”董亚强说。

王效梁透露，未来，景区内酒店和
农家乐等配套项目建成后，预计可为贫
困户提供逾1500个就业岗位，并提供
专业技能型培训，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

南湾花镇旅游景区用上百组彩灯点缀5000亩“三角梅王国”

游客可昼观花夜赏灯

广泛引种 专业栽培 对外供货

三角梅繁育渐成独立产业

景区吸纳周边村民就业，让他们鼓起腰包，学到技术

花海盛开“致富花”

南湾花镇
将打造共享农庄

产业

致富

陵水动态

陵水去年17453人脱贫
8个村脱贫出列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记者日前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扶贫办获悉，
陵水去年全年减少贫困人口4205户17453人，完
成省下达任务的125.5%，8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脱贫取得新成效。

在教育保障方面，陵水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督导检查，达到评估认定标
准。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落户陵水。陵水在全
省率先实现12年免费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工程及
贫困学生特惠资助全覆盖。

在医疗保障方面，陵水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额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合金273
万元，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报销1922万元，受
益5.67万人次。在全省率先实行“一站式”结算
服务，并将门诊报销提高5%。

在住房保障上，陵水去年危房改造计划投入
资金 9208 万元，已支出 8500 万元，支出率为
92.3%，计划改造贫困户、特困户、低保户危房860
户，均已动工。

此外，为了增强造血功能，陵水加大产业扶贫
力度，依托现有农业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带动合
作社、贫困户共同发展，全县产业组织化程度达到
80%。该县还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光伏扶贫、就业
扶贫、金融扶贫等，多方面多举措为贫困户脱贫

“保驾护航”。
值得一提的是，陵水成立3个督导组，在动态

管理工作开展期间，服务指导10个乡镇44个行
政村，全面提高精准扶贫动态管理工作水平，确保
精准识别规范有序。

11个乡镇两年内
全部建消防站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朱鹏程）近日，省消防总队调研组赴陵水黎族自治
县调研督查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和部队管理工作，
并与陵水共同提出两年内在陵水11个乡镇全部
建成消防站的计划，同时配齐配强人员、装备及相
关配套设施。

当天，调研组一行结合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和
当前重点工作，随机抽查大型综合体海韵广场，现
场指导清水湾雅居乐企业专职消防队建设，实地
考察了南湾猴岛空中索道应急救援项目、新村镇
政府专职消防站建设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黎安海风小镇小型消防站建设用地。

记者了解到，省消防总队与陵水决定优先在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的黎安海风小镇建设
小型消防站，提升全县火灾防控水平。

此外，陵水计划投入2463万元专项经费对全
县122所学校老旧校舍进行消防安全改造，公办
敬老院、教学楼、校舍消防手续简化消防审批流
程，并投入5.5万元专项经费，为陵水中山路老城
区79家沿街商铺电气线路进行“体检”。

陵水开展打击危害肉品
“百日行动”
检查经营户174家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羊迎迎）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百日行动”，进一步提高猪、牛、羊肉类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

此次“百日行动”，陵水食药监局共开展执法次
数16次，出动执法人员923人次，开展联合执法3
次。检查了174家猪、牛、羊肉经营户，其中包括20
家农贸市场、4家超市、20家小作坊、121家学校食
堂、9个建筑工地食堂。通过排查，陵水在猪肉加工
销售使用环节“两证两章”持有率达100%。

在“百日行动”中，陵水食药监局坚持全面监
督抽样快检，加大违法行为案件查处。陵水食药
监局共对320批次猪、牛、羊肉开展多轮次抽样并
现场进行“瘦肉精”快检，经快检筛查，合格率达
100%。同时，该局对市场流通环节共48批次猪、
牛、羊肉开展监督抽检，其中，有1批次猪肉经检
测发现含有氯霉素，该局已启动不合格产品立案
核查处置工作。

此外，陵水食药监局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猪、
牛、羊肉品经营者的守法诚信经营意识和广大消费
者的防范意识。

第六届沙滩啤酒狂欢节
2月8日开幕

本报椰林1月18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2月8日至3月2日，第六届海南陵水雅居
乐清水湾国际沙滩啤酒狂欢节将在清水湾度假区
举行，啤酒狂欢节将与青岛啤酒、科罗娜、百威啤酒
等知名品牌合作，创造全新体验。

据了解，本届啤酒狂欢节有三大特色主题，让
游客每周都能尽情狂欢。2月8日至14日为百威
摇滚音乐周，来自俄罗斯的Royals band皇家乐
队、Lris打击乐队等将轮番炫技；2月15日至22
日为青岛啤酒爆笑喜剧周，乌克兰顶级滑稽乐团

“疯狂逗乐团”、美式舞台幽默剧梦露模仿秀等世
界名秀将汇聚一堂；2月23日至3月2日为科罗
娜啤酒嘻哈音乐周。

啤酒狂欢节将以集装箱为建筑主体，打造沙
滩涂鸦艺术酒吧街区。此外，本届啤酒节上，火大
肚“啤”先生喝啤酒大赛、沙滩舞台啤酒等互动游
戏将轮番举行。

⬆ 在南湾花镇旅游景区，游客可观赏到90多个品种的三角梅。

⬅ 1月17日，南湾花镇旅游景区上百组四川自贡彩灯让游客置身于一片灯火海洋。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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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去

高铁

乘坐高铁至陵水站，在高铁站
外即搭乘陵水至新村的公交车，在
曲港转盘处下车至G223国道方向
前行100米。

客车

从三亚/海口汽车总站出发，搭
乘至陵水的中巴车至陵水客运站，
在客运站外搭乘陵水至新村的公交
车，在曲港转盘处下车向G223国
道方向前行100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