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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点线面”结合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博鳌镇南强村：

“艺术+”加出
有颜有品美丽新村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刘佳媚

走进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一座座憨态
可掬、富有田园生活气息的“妇女”雕塑，将南
强村点缀得格外生动，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8月27日-29日，亚洲网联盟2018秋季
年会在海南举行。期间，来自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孟加拉等国家通讯
社的参会代表专程前往博鳌镇参观调研。在
南强村，印度报业托拉斯首席执行官Ven-
katesh Murthy点赞：“行走其间，感觉非常
舒适、放松。”

去年10月，南强村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并结合村情实际定位为“艺术+”村，开
始打造有产业支撑、特色鲜明、有内涵、有品
位的美丽乡村。

据了解，南强村美丽乡村建设由社会资
本公益投资，通过修缮乡村基础设施，完善村
庄业态布局，围绕“食、宿、行、游、娱、购”六大
方向，以“五星级”标准设计建设凤凰客栈、凤
鸣书吧、凤凰公社、艺术家工作室、酒吧、农家
乐、民宿、商店等乡村旅游业态，帮助村民致
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丽村庄。

2018年3月，南强美丽乡村经过5个多
月的施工建设，正式揭开“面纱”，以全新面
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吸引来游客的同时，
也吸引了不少外来艺术家的关注。

今年4月1日，曾跟随着艺术家许鸿飞
在世界各地巡展的8件雕塑作品正式亮相南
强村，为古朴的南强村增添了浓郁的艺术气
息和欢乐元素。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策展人
刘以杰说：“在这里，游人能够在参观美丽乡
村建设的同时，跟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的作
品做一个互动。”

游客王明参观南强村后感慨：“南强村不
仅漂亮、清洁，更重要的是有内涵。比如，雕
像放在村里面各个角落，让大家去发现，形式
新颖。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南强
村的变化。”

南强村村貌的改变，也带来了“美丽经
济”。朝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杏
惠介绍，目前南强村里已有南强客厅、兄弟
商行、凤鸣书吧、凤凰客栈、陶醉音乐酒
吧、凤凰公社、花梨人家、润华味之家等旅
游业态。

润华味之家负责人钟华告诉记者：“我在
老宅的基础上改造建成小型家庭餐馆。这一
改，我就由村民转变成老板，每天来这里订餐
吃饭的人很多。仅今年‘五一’一天，就能赚
到800元的净收入。”

采访结束时，钟华信心满满地说：“今年
‘十一’黄金周你再来回访，我保证游客还会
更多！” （本报嘉积9月5日电）

琼海培兰派出所驻村民警李文渊用耐心换来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支持

万字警情日记见证沙美“靓”变

加强创新管理 巩固美丽乡村创建成果B

A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刘佳媚

以产业为支撑 筑牢美丽乡村发展支柱

日前，在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五
谷丰登杂粮店，老板冯君一边砍椰
子，一边招呼家人将砍好的椰子给客
人送过去，“今天客人多，你们动作快
一点。”

令人没想到的是，冯君曾经是一
位贫困户。去年以来，琼海市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力推进博鳌田
园小镇建设，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保护理念，
推进沙美内海全面退塘还林还湿，恢
复生态和景观功能。

变美的不仅是沙美村，还有冯君
的生活。他说：“过去，只能靠种地、
打零工挣钱。现在村里变美了，游客
过来了，我以自家住宅和土地入股沙
美休闲农业合作社发展乡村小吃业，
经营五谷丰登杂粮店，今年3月15日
正式开业。”

开业以来，生意越来越红火，他
自己忙不过来，就将原本在海口打工
的儿子、准儿媳妇叫回来帮忙。“现在
的日子，可舒心了！”冯君笑着说。

沙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冯锦锋介绍，沙美村如今设立了博鳌
沙美休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综合服
务中心，海堤甜品、沙美渔人饭店、琼
海公道、溜茶书吧、内海咖啡屋、木养
元、农村电商互联网中心、怡然轩、小
螺号清吧、祥勋客栈、沙美人家和望海
居等13处业态已经形成，沙美集市和
品香驿站等2处业态正待打造。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开
始在琼海每一个美丽乡村生根发芽。

琼海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琼海着力抓好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实现了农民“不离乡、不离
土”就地就业。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电
子商务、特色手工艺品产业和乡村休
闲观光旅游等，带动了兰花、彩色水
稻、罗非鱼养殖等120多家专业合作
社和企业的发展。同时，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积极引导
和帮助贫困农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中，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
旅游饭。

在北仍村北仍客厅，电视、凳子、
书本等一应俱全，如今这里不仅是村
里举办盛事、喜事的场所，还是北仍
人议事的场所。

近日，一场主题为“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北仍村民议事会议在这里召开。
会上，琼海市森林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通报了近期发生在北仍村周边的3
起毁林案子，并分析了近期发生在琼
海的2起案例，敦促大家爱护这片绿
水青山，依法保护环境。嘉积镇温泉
派出所负责人就环境保护问题做了
法律解释，希望大家增强法律意识，

提高觉悟，做好环境卫生管理，消除
安全隐患。

原来，随着北仍村的名气越来越
大，游客越来越多，村中一度出现了
占道经营等现象。经过大家讨论，村
民一致同意成立北仍村党小组和北
仍村管理委员会，规范景区经营。

嘉积镇镇委委员王海兴表示，
北仍村党小组和管委会可以凝聚党
员力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帮扶群
众、带动北仍村经济的发展，并通过
政策宣传岗、新风文明岗、游客服务
岗、环境卫生岗等四个岗位定期开
展党员活动，更好地为村民和游客

服务。
美丽乡村，三分靠建，七分靠

管。近年来，琼海市坚持以人为
本，不断探索创新美丽乡村管理模
式，把挖掘和弘扬农村本土特色文
化作为重要内容，努力实现“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的要求，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

琼海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琼海市各镇、村（社区）相继成立了

“理事会”和“议事小组”等组织，制定
村规民约，组织村民学习党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和农业科技等，不断提
高村民的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

质。并以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的生活
习俗，全民动员，维护乡村环境，摒弃
陋习，淳化村风民情。同时，广泛开
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情操活
动，全面推广“同心书屋”等项目建
设，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精神滋养，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对于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琼海
也创新管理方式。琼海市建设局相
关负责人说：“琼海引导村民成立村
级联防队伍，加大各村治安巡逻力
度，将矛盾扼杀在源头，很大程度上
维护了各村庄的社会治安稳定。”

（本报嘉积9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刘佳媚 冼才华

闹矛盾、缓和、调解……日记本
里看似枯燥乏味的文字，对于李文渊
来说，却是一滴滴奋斗的汗水，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

李文渊是琼海市公安局培兰派
出所的民警，负责辖区博鳌镇沙美村
治安工作。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不
仅把沙美村的纠纷处理得有条有理，
也写下上万字的工作日记，见证了沙
美村这座昔日穷村的巨变。

李文渊今年26岁，2017年从中
国公安大学毕业后，通过政法干警考
试被录用到琼海市公安局工作。去
年10月中旬，他分配到培兰派出所，
成为辖区沙美村的一名驻村民警。
巧合的是，作为博鳌田园小镇建设内
容之一的沙美村美丽乡村工程，也是
在当月启动。

通过李文渊的工作日记，可以
知道驻村民警的工作并不容易：部
分村民不理解工作，警察来后，他们
口头答应配合，可第二天又变了
……困难面前，李文渊没有泄气。

“面对这类问题，只有一个方法，那
就是要有耐心。”李文渊说，村民不
支持多是因为不了解国家政策和乡
村发展规划，给他们讲清楚，才能彻

底解决问题。
李文渊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么一

件事：在沙美村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工程车辆需要从80多岁的陈阿
婆家门前经过，陈阿婆认为现在政
府征地都赔偿青苗，那段路是之前
自家砍掉槟榔树修建的，现在政府
也应该赔偿；另外，门口的公路是
自家修建的，怕车辆通过压坏路
面，因此一度阻拦施工车辆通行。

了解陈阿婆的想法后，李文渊耐

心地跟陈阿婆讲解沙美村征地建设
发展政策，告诉其赔偿只针对现在征
用到的土地上种植的青苗；公路是归
村集体所有，政府拥有使用开发权，
至于自家修建的水泥路段，政府要修
村公路，到时会将其家门口的路段重
新修过。最后，陈阿婆表示支持政府
工作，不再阻拦施工车辆通行。

而在李文渊工作日记中，更多的
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1月16
日，沙美村河堤上发生摩托车剐蹭，

双方调解不下”“1月17日，村民举
报，沙美村施工队员与村民发生口
角”……

日记里记录的这些纠纷，字数
不算多，却是他几个月的艰辛付
出。“那时，去村里得骑摩托车。村
里还是泥水路，要穿雨靴才能通
过。”李文渊说。

李文渊写的工作日记，长则三四
百字，短的三言两语，在3月1日的工
作小结中李文渊写道：驻点沙美村已
4个月，工程已完成了50%，接处了
大大小小的警情，见证了沙美翻天覆
地的变化。

进入 3月份，李文渊的工作日
记已经基本没有沙美村的工作内
容了。“那时，沙美村已经快打造好
了，群众看到效果后非常满意。”李
文渊说。

李文渊在日记中总结道：“施工
前期：矛盾尖锐，问题突出，几乎每天
都有警情。建设后期：基础工作完成，
村民利益得到保证，警情明显减少，施
工顺利。同时随着乡村建设变得越
来越漂亮，村民思想观念逐渐改变，接
受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不再反对。”

现在，李文渊再来沙美村，已经
可以开警车进村了，“沙
美村变化太大了！”
（本报嘉积9月5日电）

琼海美丽乡村介绍

椰子寨村
椰子寨村是一片红色的英雄土

地。1927年9月23日，革命先驱王
文明等率人民革命军，打响了全琼武
装总暴动第一枪。去年以来，椰子寨
村充分把握打造与修复椰子寨战斗
遗址这个契机，以红色文化底蕴为依
托，开拓思路挖掘本地资源优势，打
造红色美丽乡村，发展特色产业，支
撑美丽乡村可持续性发展。
鱼良村

鱼良村距离琼海市区 5 公里。
近年来，鱼良村委会在琼海市新型
城镇化和全域旅游建设浪潮中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连片打造了七星
伴月景区，七个美丽的自然村环绕
着弯月形的龙起湖，犹如七颗星星
环抱月亮，故名“七星伴月”。鱼良
村以改善乡村环境为基础、以发展
产业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的美丽
乡村建设深受村民支持，曾获得多
项国家及省级荣誉称号。
加脑村

群山环抱的加脑村是一个苗
族村。近年来，会山镇整合资金
1000 万元，将“生态景观+苗家文
化+乡村旅游”的理念与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五位一体”建设总要求
有机融合，因势入景，成功打造了
入口景观、苗族文化中心、朋莱湾、
沿河漫道、树神、鹊桥、苗家乐、苗
家客栈、竹园、民族团结舞台、金地
门长廊、登山慢道、苗家茶屋、苗家
钓鱼台等景观景点，不断丰富特色
村寨的文化内涵。 （丁平 辑）

走进琼海市嘉积镇北
仍村，映入眼帘的是茂密
的椰林、成片的良田、蜿蜒
的绿道、锦簇的繁花……
好一派田园风光！

这是琼海市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琼海市实施建设“产业
强、城乡美、百姓富、社会
和”海南东部中心城市的
发展战略，坚持按照“规划
引领、政府引导、群众参
与、市场运作”的建设模
式，积极统筹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着力以全市13个
镇（区）美丽乡村示范点打
造为“点”，以旅游道路、重
要交通通道两侧美丽乡村
建设为“线”，以博鳌全域
打造美丽乡村为“面”，
“点、线、面”结合打造琼海
美丽乡村2.0升级版，加快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协调规划、同步
迈进、提质升级，促进城乡
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努力实现城乡
一体化融合发展。

据统计，近三年，琼海
市美丽乡村示范村中有12
个通过考核。其中，被评
为省五星级美丽乡村的有
嘉积镇礼都村、会山镇沐
塘村；被评为省三星级美
丽乡村8个，分别是万泉镇
大雅村、石壁镇石壁村、龙
江镇深造村、大路镇新村、
大路镇大路村、博鳌镇朝
烈村、塔洋镇鱼良村和嘉
积镇官塘村；被评为省一
星级美丽乡村的有石壁镇
下朗村和龙江镇博文村。

俯瞰博鳌田园小镇，碧海蓝天椰风海韵让人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南强村。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博鳌沙美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