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9月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罗清税 美编：张昕A09

乡村治理有效美化环境
在光坡镇老欧坡村村民陈

昌莲家里，摆放着蓝色、灰色两
个垃圾桶。“蓝色垃圾桶装易腐
烂的垃圾，其他的垃圾倒进灰
色桶里。每天都有保洁车驶进
村里，挨家挨户清运垃圾。”陈
昌莲说。

近年来，陵水建立了“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四
级保洁机制及一系列监督考核
办法。昔日“垃圾随手扔，污水
随处倒，粪便随地见”的现象得
到了极大改善，村容整洁、屋舍
干净、草木葱绿的美丽乡村越
来越多见。

“保洁员将村民家中垃圾收
集后装载上车，运到村里固定的
垃圾收集点，随后集中运往镇上
的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陵水
县园林环卫局局长董艳介绍。

“城乡环境治理，不能光是
政府出力，还要积极动员村民参
与，这样才能标本兼治。”董艳
说，为此，陵水在农村开展“卫生
之家”评选活动。

“想要评上‘卫生文明户’，
不仅要把房前屋后打扫干净，还
要做好垃圾分类。”老欧坡村村
民陈爱华在评比活动中获得了

“卫生之家”称号，颇为自豪地分
享着经验。

除了“卫生文明户”评选，在
县级督查层面，陵水成立了专项
督导组，不定时进村暗访卫生情
况。“每月对各乡镇进行交叉检
查排名通报，连续3次排名末端
的乡镇，县委、县政府将进行问
责。每季度的考评情况将作为
年终评先评优依据，以此大力推
进乡村环境治理。”董艳说。

此外，陵水还通过“党员活
动日”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开
展环境整治工作，广泛带动村民
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黄艳艳

“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就这
两年变化最大。”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英州镇走所村，村民黄亚其感慨地
说。自2017年6月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以来，走所村改变了原来老旧脏乱
面貌，如今处处景观怡人。

踏进走所村，映入眼帘的是错
落有致的特色民房，宽敞平整的硬
化道路，树木丛生，绿意盎然。“在走
所村美丽乡村打造中，我们升级改
造民居、村道，建起村民活动广场、
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英州镇委

书记杨世跃介绍。
“打造之前，村道狭窄，摩托车驶过

都比较困难。如今，村道扩宽到5米，
小汽车进出都没问题。”走所村美丽乡
村建设施工队相关负责人李星说。

村道能够扩宽，离不开村民们的
支持。“村民在政府的引导下，整理闲
置土地，自愿出让自家庭院、种植地，
扩宽村道，建设广场、停车场等。”李星
说。

黄亚其便是其中的一个。原本
属于自家庭院的土地如今改造成村
道，他没有觉得自己吃亏。“扩宽村道
是村庄整体改造很重要的一部分，能

够改变村容村貌，最终受益的也是我
们村民自己，我当然要支持了。”黄亚
其说。

除了出让自家土地，村民们还积
极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例如环境卫
生整治。“在党员干部的带头下，村中
家家户户都派代表参与清扫垃圾，大
家的干劲很足。”杨世跃说。

如今的走所村，民房统一“着
装”，墙体粉刷着人物劳作图、黎族图
腾等，屋外还围起木栏，种上三角梅
等植物。“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住进
了新房，生活充满了盼头。”村民石亚
南说。

走所村在改造中还遵循“为生态
让道”原则，在农家乐建设中就有所
体现——椰子树穿过屋顶向阳而
长。“我们在建设中，方案反复修改，
尽可能地不破坏村中的一草一木，尤
其是一些‘年长’的树木。”李星说。

依托美丽乡村建设，走所村村容
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打扮“脸
面”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产业，夯实

“里子”。“农家乐建好后将作为村集
体产业，除了年底有分红，还通过聘
请服务员等方式，促进村民就业，增
加收入。”杨世跃说。

在今年举办的陵水首届芒果采
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中，凭借着美
丽的村容村貌，完善的旅游配套设
施，走所村被选作分会场，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据了解，下一步，走所村将通过
修建一条旅游栈道把周围的村庄都
联系起来，打造一个旅游度假综合
体，发展花海观光项目，届时游客将
在不同的季节欣赏到不同的花卉。
此外，该村还规划打造成为艺术类院
校实习基地，建设民宿、小吃街等旅
游配套设施。

（本报椰林9月2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这小伙子不错，踏实勤奋，村里能够有
这么大的变化，他有一份功劳。”谈起顾大
峰，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村民们这样
称赞。

2013年10月，顾大峰通过选聘成为一
名大学生村官，担任坡村村委会主任助理。
任职期间，他勤奋努力，获得大家的肯定与
信任。2016年，顾大峰当选为坡村村委会
副主任。

行走在坡村，“百米浮雕”“革命书屋”“时
光邮局”“公社食堂”等景点让人流连忘返。
但时光倒退3年，这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
庄。“过去，坡村产业单一，2015年，村民年均
收入不到6000元。”顾大峰说。

作为革命老区，坡村拥有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此外还拥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
特色鲜明的黎家风情。如何利用好这优越
的先天条件，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成为顾大
峰和村“两委”干部的首要任务。

2016年，在陵水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坡
村启动了全域旅游示范村创建活动，将其打
造成为陵水党员干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基地。

同年，陵水坡村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成立，
顾大峰担任总经理，负责管理和运营坡村红
色主题公园。

成立坡村文化演艺公司，为的是让当地
百姓转变生产生活模式，依托旅游业发展，脱
贫致富。“动员村民加入公司工作不太好做，大
家平时懒散惯了，不喜欢被管理。”顾大峰说，
不好做不代表做不好，就看愿不愿意下功夫
和下多大功夫了。

在他的努力下，坡村文化演艺公司如今
已直接促进就业41人，间接促进就业119人，
均为该村村民。有村民加入舞蹈队和八音队
当起演员，有村民当起讲解员，有村民经营起
特色农产品店铺……坡村旅游发展为他们提
供了形式多样的就业机会。

“村里舞蹈队和八音队表演由公司负
责，每位参加排练的队员每天可获得100元
务工补助。”顾大峰说。

公司运营管理上，顾大峰建立健全管理
制度，大到《公司章程》，小到《仓库管理制度》，
实现每个环节都有制度可依。另外，他还根
据不同岗位，组织人员培训，提高员工技能。

在顾大峰等人的精心管理下，今年上半年
坡村共接待游客1.5万人次，旅游收入11.6万
元。在“三月三”、2018年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等重要节庆中，坡村被选作分
会场，名气不断叫响。

如今，坡村红色旅游
发展步上轨道，作为建设
者和见证者，顾大峰说，
自己打心底里开心。

（本报椰林9
月2日电）

计划利用2017年至2019年3年时间

完成37个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11个美丽乡村
7个通过省住建厅组织的考核

其中
文罗镇坡村被评为“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村”

光坡镇米埇村、群英乡芬坡村、本号镇大里小
妹村和什坡村、三才镇港演村被评为“海南省

三星级美丽乡村”

英州镇赤岭村被评为
“海南省一星级美丽乡村”

2017年
陵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76.38万人次

乡村旅游收入1.7亿元

大力推进乡村环境治理，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农旅融合

陵水:好一幅村美民富图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黄艳艳

“谁不说咱家乡美。”如今，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农村居民说出这句话，可谓底气十足。底气从何而来？源于
陵水乡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近年来，陵水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通过乡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农旅融合发展等方式，打造出一
个又一个靓丽宜居、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的村庄，一幅村美民富的画卷正在陵水徐徐展开。

“臭水沟变公园了！”在文罗镇坡
村，看着身边的变化，村民黄爱村非常欣
喜。

原来，她家附近是一处生活污水
汇流之地，这让她们一家颇为烦恼。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当地政府利用人
工湿地技术，融污水治理与景观打造
为一体，原来的污水汇聚地变成了有
花有草有喷泉的湿地公园。

与坡村一样，通过建设完善基础

设施，陵水大部分农村面貌得到全面
提升。“在打造美丽乡村过程中，我们
扎实推进'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道路、排污、垃圾处理、旅游配套设施
等建设，推动美丽乡村品质升级。”陵
水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年，陵水选定大里地区打
造成为全域旅游示范乡村，以“世外
桃源，梦幻黎乡”为主题，凸显其自然
资源禀赋和黎族文化特色。随之，原

来的土路得到硬化，排污、垃圾处理
设施得到升级，并建起了村民公园、
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等。

此外，陵水县政府还做了旅游硬
件设施优化，通过立面改造、种植花
草，让村庄崭新靓丽；通过建民宿、农
家乐等旅游配套设施，吸引游客过来
享田园安逸……

“过去，游客看看大里瀑布就离
开了。如今，民宿、农家乐等配套旅

游设施建好了，游客可以白天观瀑
布，品尝黎族长桌宴，晚上住民宿，留
下来过夜的人越来越多了。”大里驻
村（区）第一书记韩斌说。

“过去，村民们要买农具、家具电
器等大件物品，需要到县城。如今，
农村淘宝发展，山里人都爱上了网
购，便宜便捷。”大里农村淘宝服务站
合伙人黄阳阳说，“村淘”能够红火发
展，与光网、路网的建设离不开。

今年4月，2018年（第六届）海南
乡村旅游文化节在陵水举办，包括乡
村旅游推介会、乡村旅游文化图片
展、海南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发展论
坛等在内的九大活动，吸引岛内外许
多游客前来体验，为日渐兴旺的陵水
乡村游再添了一把火。

近年来，陵水充分挖掘自然风
光、生态农业及民俗文化等资源优
势，把美丽乡村创建作为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的重要载体，围绕着吃、住、
行、游、购、娱等环节，结合脱贫攻坚
工作，形成农旅融合、城乡一体发展
格局。

得益于此，陵水一些原本交通闭
塞、产业单一的村庄变成了游客纷至
沓来的旅游景区。在大里地区，游客
赏瀑布、跳竹竿舞、吃长桌宴，体验田
园之乐；在坡村，游客穿红军服、吃革
命餐、听革命故事，了解红色文化……

作为“农业＋旅游”的另一个品
牌活动，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
乡村休闲游活动已成功连续举办了4
年，让光坡镇武山村、妙景村、红角
岭、凤凰农庄等乡村旅游点声名渐
响。骑行在田园中，体验采摘乐趣，
成为陵水每年与游客的约定。

借鉴圣女果采摘季活动经验，今
年陵水还推出了芒果采摘季暨乡村
休闲游活动。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

英州镇走所村，美丽村容显现，在活
动中被选作分会场，迎来了众多游
客，村民们也初尝到“旅游饭”的香甜
滋味。

游客的到来，也意味着带来了收
入。灵芝、蜂蜜等农产品变得畅销，
村民们还可以通过为游客表演舞蹈、
八音演奏，或者自己经营小生意等方
式获得务农以外的收入，日子越过越
红火。 （本报椰林9月2日电）

陵水美丽乡村
建设概况及成就

陵水“80后”大学生村官顾大峰：

规范乡村旅游
催富红色坡村

村民主动作为 规划注重生态 产业增添动力

陵水走所村：处处景观怡人

基础设施建设品质升级

农旅融合发展人气兴旺

A

B

C

陵水美丽乡村介绍

大里地区

地处吊罗山山脉与牛岭山山脉过
渡处，由小妹村和什坡村两个村庄组
成，拥有小妹湖、大里瀑布等山水风
光。2016年来，陵水整合大里地区特
色旅游资源，全力打造大里黎乡瀑布
旅游品牌，通过改造民居、硬化道路、
完善设施、发展产业等措施，推进大
里地区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大里地
区已成为知名乡村旅游景点。

文罗镇坡村

中共陵水县委第一任书记黄振
士的故乡，也是琼崖最早建立的红色
革命根据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和
黎族文化资源。2016年，坡村启动了
全域旅游示范村创建活动。在坡村
红色主题公园内，建设了百米浮雕、
革命书屋、时光邮局、黄振士展室等
景点，游客可以在这穿红军装、吃革
命饭、听革命故事等。

英州镇走所村

2017年6月，走所村开始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坚持“生态发展”“党建
引领”原则，主要建设项目有村庄宅
基地庭院改造、文化活动广场建设、
村道扩宽、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等，目前一期建设基本完成。2018年
陵水第一届芒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
游活动在此设分会场，吸引许多游客
参观游玩。

（李艳玫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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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英州镇走所村。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游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坡村体验竹竿舞。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