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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回访习总书记考察海南走过的地方·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环境是施茶村最大的资本，
20 多年来，施茶村始终坚持保护
绿水青山的理念，坚持不砍树、不
挖山，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洪
义乾说。

走在施茶村的石斛园中，有专门
种给松鼠吃的木瓜，园区里还能经常
看到山鸡、四脚蛇。处处都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画面。

“火山地貌既是施茶的特色，又

是施茶的劣势。我们现在就是把劣
势转变为优势，利用火山地貌发展
石斛产业，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又
发展了金山银山。”洪义乾告诉记
者，施茶人将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
走下去，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护好施
茶的生态环境。

胡余亨表示，要按照“点、线、
面”的原则，打造石山全域旅游示范

带，利用本地区古村落的原始风貌
和自然环境，结合自身优势，为美丽
乡村建设注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
和民俗文化的元素，把乡村的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管细管好，打造一流
的旅游环境，让乡村更有温度、更富
魅力、更具吸引力。

施茶的名字始源于“丘濬施茶”的
故事、是远近闻名的红色文化村、保留
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火山八音……洪义

乾也认为，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施茶
还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火
山文化。接下来，要把施茶的乡村旅
游和当地文化结合起来，为美丽乡村
的发展赋予更多内涵。

洪义乾相信，以“党建+”为引领、
绿色生态为基础、产业为纽带，通过找
准特色、科学发展，施茶人一定能实现

“共富追梦”的愿望。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

（计思佳整理）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张丽珍）姜花、菖蒲、干蕨菜、梭鱼草、再力
花、水烛……8个格子里植被郁郁葱葱，俨然一个

“小湿地公园”。村民洗菜、洗澡、如厕等生活产生
的污水在经过处理后，在一旁的小池子里流出清
澈的水，这是记者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美富村民小组看到的一幕。

据了解，这是美富村民小组引进的太阳能自
动化污水处理站。“每家每户的洗澡水、洗菜水等
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站，经过厌氧反应和沉
淀，将水中的有机氮、磷转化成无机氮、磷，再进入
八格植物组成的人工湿地，通过植物根部吸收，使
水质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准，处理后的水可以
用来灌溉、浇花等。”浙江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总经理黄少民介绍，美富村民小组生活
污水处理站是通过源头控制、小型处理，达到生态
化、花园化、精致化的以太阳能为动力的全自动污
水处理站。

据悉，美富村民小组生活污水处理站设计规
模为50吨/天，服务人口500人，占地面积368平
方米，投资概算约200万元，配套管网共计3414
米。处理工艺采取“太阳能微动力一体污水处
理＋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工艺。后续运维管理
依托中智云水务一农污运维监控平台，实现从现
场专人管理模式向远程智能化、标准化、流程化、
规范化无人值守模式管理转变。

目前，已经有13户村民家中的生活污水接入
到污水处理站。“原来村里都是污水直接排放，影
响美观不说，还污染环境，现在可以让村民的污水
通过一根管子通到污水处理站，利用人工湿地污
水处理技术进行污水处理。”村民王传俊说。

在施茶村，类似太阳能污水处理站的自动化
智能设备还有不少，它们应用在村民的生活、农作
物种植等方面，既节省了人力成本，也提升了生态
品质。

4月15日上午10时，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
施茶村石斛园中，技术人员打开手机APP，在屏
幕上轻轻一点，地下水就从设备中自动喷出，如烟
如雾。阳光洒进来，石斛园空中“架起了”一条美
丽的彩虹。

据了解，施茶村石斛基地对石斛实行标准化、
高品质生产。基地里，智能喷灌、滴灌系统、360
度全景监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系统、植被根系监测
系统、气象站等一应俱全。

“植物本体生理监测，植被根系监测系统可实
时采集，监测石斛生长所需的养分。灌溉系统感
应到空气的温度，湿度变化，实施自动喷灌。”技术
人员介绍，对石斛进行人工浇水、喷灌需要很多劳
动力，而且难度大、强度高。自动喷灌等智能设
备，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管理也更加
科学有效。

太阳能污水处理站 石斛喷灌系统

海口施茶村引进智能设备
提升生态品质

施茶党建

全村共有党员 94 名，其中正式党员

93名，预备党员1名

施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深得群众信任

42%以上都是大专学历

施茶经济
施茶的收入主要是农业及第三产业
农业主要是水果种植业，第三产业主要是

外出务工及运输业
2013年村民人均收入仅3000多元
通过种植石斛，大力发展农家

乐、根雕、民宿等产业
2017年村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已有14500元

施茶特产

（1）火山石斛：火山石斛富含微量元素和
矿物质以及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被评为
海口十大农产品品牌

（2）石山黑豆腐：石山黑豆腐以海口石山
火山地区产的石山黑豆为原料，揉合现代磨碾
技术与传统手工艺生产的石山黑豆腐，质地嫩
滑可口，豆香沁人心脾

（3）石山壅羊：生长于石山镇，羊肉细皮嫩
肉，不腻不膻，入口滑爽，香气沁鼻

（4）火山口咖啡：海口火山口公园引进种
植的阿拉比卡小颗粒咖啡，火山口特色旅游
商品之一，富含硒等营养元素，含咖啡因成
分低

（5）石山富硒系列农产品：富硒黑米、富硒
红芝麻、富硒黑糖等

施茶民宿

（1）美社有个房：主打农家体验
（2）火山石坞：主打火山风情有6间风格

各异的民宿分别命名为天、田、氧、彩、海、禅
（3）开心农场：主打精品农家乐
（4）人民骑兵营：主打骑行文化
（5）雅秀学堂：主打艺术创作3间客房

制图/杨薇

春光明媚，石斛花开。
4月15日，在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施茶村，村民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家都还
沉浸在两天前见到习近平总书
记时的兴奋和激动之中。总书
记亲切的话语、亲民的作风，都
深深印在了村民们的脑海里。

通过党建统领，因地制宜
探索出了“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致富路，施茶村赢得了
全国关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明星村”。施茶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洪义乾说：
“这既让我感到骄傲，也觉得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
振兴。要鼓励和扶持农民群众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农业、
乡村旅游、庭院经济，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党组织
要成为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
的主心骨和坚强战斗堡垒——
总书记的嘱托，已被洪义乾深
深印刻在脑海里，“总书记的话
既道出了乡村振兴的关键，还
阐明了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之
间的逻辑关系。”

总书记的嘱托，就如同明亮
的“灯塔”，为施茶村的乡村振兴
道路指明了方向，明晰了路径。
“我们要找准特色，走出一条人
无我有的产业发展道路，撸起袖
子加油干！”洪义乾说。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施茶村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找准特色 走人无我有产业发展道路
施茶村每个自然村的特色是什

么？如何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这是
施茶人需要思考、探索的问题。

“我们既要把石斛产业做强做大，
不断延伸石斛产业链，还要根据施茶
村下辖8个自然村各自的特点，积极
打造‘一村一品’，最终达到‘村村有产
业，家家有分红’。”洪义乾说。

在施茶村石斛园中，石斛花优雅
芬芳、三角梅如火怒放、玉叶金花幽香
浮动。石斛园除了给当地百姓带来巨

大收益，也成了当地村民家门口的美
丽花园。

由于石斛生长喜阴喜湿，村民们不
仅不砍一棵树，还在石斛园里种植了很
多名贵树木，包括2000多棵花梨树，
1000多棵沉香树，400多棵重阳木。

“接下来，我们计划把石斛园打造
成‘百花园’，种植同时具有经济价值、
药用价值、观赏价值的植物，划分石斛
种植区、观赏区，让石斛园成为游客观
光基地。同时打造石斛全产业链，在

出售石斛鲜条的基础上增加石斛饮
片、石斛酒、石斛化妆品等，延伸产业
链。”洪义乾说。

洪义乾回忆，总书记在石斛园的
凉亭，还饶有兴致地了解了施茶当地
的石斛鲜条、黑豆、红米、地瓜、大薯、
蛋蕉等特色农产品。“在发展产业的过
程中，我们还要利用石山农业互联网
小镇的先天优势，通过互联网把村里
的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

洪义乾说，施茶的目标是通过多

元化的产业发展，让村民实现富裕。
“我们支部的党员要深入到每个农户
家中，进行详细的摸底调研，为每户制
定专门的产业发展规划。”

石山镇党委书记胡余亨表示，
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农
产品品牌打造。“要创新农业发展大
格局，努力将石山黑豆、石山壅羊、
火山石斛、火山口咖啡等特色地理
商标转化为农产品品牌优势，打响
农产品金招牌。”

产业多元 把石斛园打造成“百花园”

施茶村距离海口行政中心仅11
公里，紧邻火山口公园，区位优势明
显，“农业+旅游”一直是该村的特色
和重要发展方向。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对我们
的殷切期望和新要求，以‘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全力抓好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贯彻落实。”秀英区党委书记张霁表
示，要着力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
业、休闲农业、生态旅游、特色民宿等
新型农业产业模式，打造海口乡村振

兴的新载体。
推动农家乐、民宿等休闲农业经

济发展，完备的配套服务设施是基
础。施茶村几年前就谋划打造了一条
20公里的旅游便道，串起了施茶村8
个自然村、5个火山口、9个溶洞，慕名
而来的游客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种
满花草的旅游便道上。

“上车前，总书记对大家说，你
们做得都不错，再接再厉。这既是
对我们过去的肯定，更是对我们未
来的鞭策。”洪义乾说，目前施茶村

已经有 8家农家乐，11家民宿。要
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施茶村还需要
不断加快道路、公厕、游客中心等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促使餐饮、民
宿等提质升级。

在农旅结合方面，胡余亨认为，
要依托旅游资源打造石山全域产业
带，以旅游化标准打造火山石斛
园、官良米斛基地、扬南胜嵘铁皮
石斛园、农馨火山南药园、神岭牛
大力共享农庄、壅羊公社等农业物
联网生产示范基地。

“总书记对施茶村因地制宜探索
出的‘企业+合作社+农户’致富路做
法表示肯定，这也给了我们企业极大
的鼓舞。”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彭贵阳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彭贵阳说，下一步还将继续加
大对施茶村石斛产业的投入力度，
在技术和资金上继续加大投入，带
领村民一同致富。同时计划引进专
业团队，对施茶的民宿、餐饮进行
专业化打造。

农旅结合 推进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生态统筹 让美丽乡村为施茶增添魅力

⬅ 施茶村因地制宜发展石斛产业，村民们在家门口打工，日子越
过越甜。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海口市秀英区施茶村石斛种植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聚集。他们
在这里办民宿、开咖啡馆、当村官、做
技术员，为这个美丽的乡村注入了生
机和活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民风、产
业的支撑……施茶正成为越来越多年
轻人筑梦的乐土，目前已吸引30多名
大学生返乡创业。记者采访了在施茶
的3位“90后”，听他们诉说和施茶的
缘分，和对施茶未来的期待。

“党支部的凝聚力让我感动”

“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在施茶的
两年，正是施茶飞速发展的两年，我亲
眼见证、参与了村庄一点一滴的变
化。”说这句话的人叫李华燕，一名在
施茶村工作了两年的大学生村官。

李华燕是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
人，2013年从海南大学化学工程专业

毕业后，进入海南一家知名制药企业
工作。随后她参加大学生村官考试，
来到了施茶村。

那时的施茶村虽也质朴、美丽，但
石山互联网小镇才刚刚起步，民宿还
没有建起来，游客逛完火山口公园后
很少会来村里……不少人替李华燕感
到可惜，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放弃市区
的稳定工作，跑来管村里的繁杂事务。

但天生具有亲和力的李华燕，愿
意跟村民打交道。工作一段时间后，
施茶淳朴的民风、极具凝聚力的党支
部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以前以为村里的工作会很难
做。来了后，发现这里的百姓非常淳
朴，每家门口都挂着家训。去村民家
里办事、调查、收集材料，他们都会热
情地请我吃自家种植的水果。村里的
党支部非常具有威信，每个党员家门
口都贴了党员的牌子，村民们有困难
都会找他们。”如今的李华燕已是施
茶村党支部副书记，她说接下来要继

续用自己所学，带领村民发展好产业，
和大家一起踏上乡村振兴之路。

“我要把优质农产品卖到全国”

在施茶村，提到郭霖的名字，无人
不知。施茶的各种农产品推介会、农
夫集市、创客比赛，都少不了这个海口
姑娘活跃的身影和爽朗的笑声。

郭霖是毕业于法国商学院的一名
研究生，回国后进入北京一家外企工
作。2013年回家时在石山镇尝到用
传统手工制作出的黑豆豆腐，质地嫩
滑可口，豆香沁人心脾，她惊讶这个小
镇竟有如此美味的食材。了解到当地
人仍然坚持用传统手工艺生产黑豆和
豆腐后，更激发了她的兴趣。

“石山的黑豆个头小，表皮灰灰
的，看上去也没有光泽。虽然颜值不
高，但味道确是好。”郭霖说，石山黑豆
品质好，但在当时还缺乏好的推广、销
售渠道。回到北京后，郭霖辞去工作，
来到石山镇创办“火山公社”互联网营

销平台，对当地农产品进行精心挖掘
和包装。

年轻人的思维总是活跃而具有创
意。为了给农产品“吆喝”，郭霖制作了
施茶村手绘地图，告诉大家村里吃喝玩
乐的好去处，成了游客喜爱的礼物；组
织举办创客沙龙推介会，通过网络直播
推销产品；每月在村里举办一次农夫集
市，帮农户拓宽销售渠道……

依托石山互联网小镇的平台，加
上郭霖的努力，施茶村的富硒红糖、红
芝麻、山鸡蛋、蜂蜜、黑米、红米、荔枝、
黄皮等，摇身变成了网上身价翻番的
抢手食品。

“我热爱家乡，要和它共同发展”

“石斛喜阴喜湿，15℃到28℃是
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虽然在石斛基
地仅工作一年，无论是石斛的种植还
是管养，吴清伟已是石斛园管理的一
把“老手”。

“我就是站在这里用手机给习近

平总书记操作演示石斛智能喷灌技
术。”吴清伟自豪地说。

吴清伟就是施茶村人。2012年
从海口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
应聘至三亚一家酒店工作。2016年
春节回家，发现村里不少人在入股
种植石斛。“以前对石斛完全不了
解。”吴清伟通过查询了解到，石斛
保健药用价值高，是一种极具经济
效益的作物。

吴清伟不仅极力劝说家人把8亩
地全部拿来入股，他自己也应聘成为
了石斛基地的一名技术工作人员。“我
看好石斛的发展前景，所以很想把全
套的种植技术摸透。”

“去年我们家拿到了5000元的分
红，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也有3000多
元。看着施茶一天天越来越好，我心
里也很高兴。”吴清伟说，除去经济收
益，更重要的是他热爱自己的家乡，要
留下来和它共同发展。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

基层锻炼 海归创业 返乡就业

施茶村成年轻人逐梦乐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