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小吃：湾岭焗
土鸡、琼中野山笋、琼中
椰子鸡蛇煲、琼中竹筒
饭

招牌菜谱：琼中小
黄牛肉、琼中蜂蛹

土特产品：黎家糯
米酒、三色饭、琼中绿
橙、蜡染和针绣、鱼茶、
肉茶

琼中县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电话：

0898-86238000
什寒村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电话：
0898-86286800
一号广场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电话：
0898-86224600
工作时间：周一至

周日（早上8：00-12：
00 下 午 14：30- 17：
30）

琼中旅游官网：
www.qzlvyou.cn

琼中旅游公众号：
奔格内琼中旅游
（琼中县委宣传部辑）

琼中美食

旅游线路：琼中营根镇—红毛镇
白沙起义纪念园—什运乡番道村—冲
公保村—便文村—什太阶村—道妙村
—什统村

主要景观：白沙起义纪念园、番道
黎锦之乡、冲公保梯田风光、便文村中
共琼崖军代会遗址、便文露营基地、鹦
哥岭自然风光。

黎苗美食：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
饭、山兰酒、糯米酒

旅游路线：营根—朝参—朝根—
白石岭湖

主要景观：乡村田园风光
黎苗美食：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

饭、山兰酒、糯米酒
吃：琼中加钗烤鸡店：86260926、

琼中康庄园：86233338、阿武仔蟹粥：
13876513299

旅途线路：番道—什运乡—红毛镇
—加钗水库—营根镇

路线说明：由朝参线、什寒线、奔番
文线串联，成为奔格内体系中最先成熟
的一级综合线路。

美食：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饭、山
兰酒、糯米酒、琼中野菜

旅途线路：木色湖—白鹭湖—金妙朗—
湾岭

路线说明：以金妙朗村为核心的奔格内
线路，线路容纳了木色湖、白鹭湖。

美食：绿橙、湾岭电饭煲鸡、琼中野菜
吃 住 ：白 鹭 湖 旅 游 度 假 区

（13518881016）、湾岭镇海山岛饭店（0898-
86373766）

旅途线路：新寨—烟园—万众—什扔—大朗—
那柏—百花
线路说明：该线路是走村串寨最多的线路，也是能

集中体现琼中村落的线路。
美食：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饭、山兰酒、糯米酒
吃住：琼中乐园酒店（0898-86233333）、琼中云湖农

家乐（0898-86398000）

旅途线路：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抽水蓄能电站——水上村
线路说明：饱览黎母山风光、观明代水会守御所古城遗址。
美食：蜂蛹、蚕蛹蛹、、黎母山鸡黎母山鸡、、野菜野菜
吃住吃住：：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七家坊度假村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七家坊度假村（（08980898--

8630886686308866）、）、月田园农月田园农（（1534882955515348829555））

旅途线路：潮村—作雅村—上安—南万—仕阶
线路说明：该条线路与南万温泉相联，热带雨林、村落民俗一

览无余。
美食：小黄牛、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饭、山兰酒、糯米酒

旅途线路：营根—岭头茶场—红岭—南茂
路线说明：该线路是目前海南乡村旅游第一条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乡村

旅游线路。
美食：白马岭茶

主题：以乘坡河为核心旅游资源的乡村旅游线路
旅途线路：新民—称水沟—新兴—万道
路线说明：该线路以观赏乘坡河景观为中心，兼容热带雨林景观与乡

村旅游体验。
美食：河鱼、河虾

旅游线路：琼中营根镇—红毛镇
白沙起义纪念园—共建村—五指山观
景亭—什寒黎苗山寨

主要景观：白沙起义纪念园、王玉
锦纪念馆、五指山观山亭、生态绿道、铁
皮石斛园等。

黎苗美食：黎家竹筒饭、苗家三色
饭、香煎什寒天猪肉等

吃住：什寒驿站（86286800）、黎家
乐（黄秋梅：15091906765）、苗家乐（李
政富：1512092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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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产业富民工程、特色居家乡村工程、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社会管理创新工程

琼中奏响“富美乡村”绿色旋律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 陈欢欢

琼中堑对村：

请到水乡黎家来做客

乡村发展“内外兼修”

“最美中国乡村看什寒、红色文化
村寨看便文、产业兴旺村庄看大边、相
约爱情村落看合老……”2017年定居琼
中的“候鸟”赵冬瑞说，在琼中，自己找
到了“乡愁”。

近年来，琼中结合全域旅游和产业
小镇建设，突出黎苗文化和绿色生态两
大主题，对全县100个行政村庄进行景
区化、功能化、现代化、民族化的打造，
完成了民房立面特色改造、排水排污系

统建设、休闲活动场所建设、村庄硬化
美化建设等项目规划设计。

5 年来，琼中累计整合投入资金
5.738亿元，一笔笔勾勒出建设规划科
学布局美、实施配套功能美、生态人居
环境美、产业发展生活美、乡风文明和
谐美的“五美”乡村，建设富美乡村示范
点210个，不仅从面貌上改善农村环境，
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琼中加快危房

改造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大力整
治农村环境卫生。整合资金投入到“五
网”建设中，实施电网改造升级项目33
个，镇村道路硬化通达率100%，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98%，农村电网、行政村
互联网实现全覆盖。

与此同时，琼中率先在全省采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自2016
年起用三年时间，计划总投入13.09亿
元，分步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

544个农村建设富美乡村污水处理站，
14个乡镇（农场）建设污水处理厂，6个
乡镇建设自来水厂。

“让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绿
富美’新农村建设，正在开启加速度。”
孙喆说，2018年，琼中计划通过“连点、
串线、成片”推进方法，在全县高规格、
高品质建设49个“富美乡村”，建成一
批集“富、美、趣、和”于一体，可游可憩、
宜商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产业富民百姓笑

近日，一场清雨过后，坐落于群山
之间的琼中什运乡三联村显得更加绿
意盎然，所到之处，草木葱茏，田地里，
桑农们正忙着采摘桑叶。

一幢幢崭新的新房掩映在绿树之
中，向人们展示着这里的富足……而就
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贫困
村，村民大多守着几亩薄田过穷日子、
住着破旧瓦房。

“今年1月至8月，我家光种桑养蚕就
收入了近2万元，蚕丝变成‘金丝’了。”三

联村什太村民小组村民王世民说，现在全
家搬进了新房子，日子越过越好。

不只王世民有了幸福感，近年来，尝
到了“金丝”甜头的村民不在少数。如
今，三联村共有82户村民发展种桑养蚕
产业，种植桑树面积达838.57亩，其中
贫困户53户，成了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琼中
县委书记孙喆表示，琼中是典型的“九
山半水半分田”，如何展开扶贫工作，
县委、县政府曾进行深入调研，得出的

结论是：扶贫开发的重点是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的关键是培育和发展能带动
贫困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

“要变‘输血’为‘造血’，必须将救
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增强农民
自身‘造血’功能。”琼中扶贫办主任吴
坤俊表示。

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琼中精准
规划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统筹建设资金，
优先扶持种桑养蚕、养山鸡、养鹅、稻鱼共
生、养蜂等5类短期见效快的特色产业，

辅助扶持养羊、养牛、益智、油茶等4类中
长期产业，有选择性扶持发展其他产业，
如养竹狸、养豪猪、铁皮石斛等产业。

2017年，琼中整合投入产业扶贫资
金8895.5万元，实施农业特色产业项目
86个，累计建成特色产业扶贫基地238
个，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549家，县级农
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技术服务队5个，
乡镇级农业特色产业脱贫工程技术服务
队10个，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1100名，
带动5643户贫困户实现抱团发展。

文明乡风更增色

富美乡村喜迎四方游客，也注重培
养服务意识，琼中党员驿站应运而生，
并赢得了各方认可。

过去，琼中大部分行政村场所面积
小、功能少，设施简陋。近年来，琼中先后
投入5000多万元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并围绕建设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目
标，植入“党员驿站”概念。驿站是“富民”
基地，也成了为村民办事的“便民”中心。

“欢迎‘回家’！村里民宿多，还遍
布乡村好味。”近日，在什寒村船型屋造
型的党员驿站里，村党支部书记王国康
正热情地给几位来自三亚的游客介绍

什寒村的食宿情况。
什寒村的旅游服务设施，就是从最

初的村级活动场所延伸开的。
7年前，什寒村启动村级活动场所

建设，修建完善党员驿站。2012年下
半年，在原基地上升级打造什寒“奔格
内”乡村旅游客栈，完善旅游服务功能。

此后，依托此地开展的科技进村、
文化进村、法律进村、金融进村、公园进
村等相继推进，最大限度地发挥村级活
动场所的综合效益。

琼中的“党员驿站”党建服务品牌，
强化了村级党支部在“富美乡村”建设

中的组织引领和服务协调作用。目前，
“党员驿站”党建品牌已经成为琼中绿
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红色元素”，也是
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的一大亮色。

“妹啊，快来捡，装满你的腰篓（黎语
歌词大意）……”近日，在琼中中平镇深
湴村，一首黎族民歌《拾螺歌》曲调欢快
地响彻山谷，这是村里的深湴文化演艺
队正在练习的新曲目。

中平镇党委宣传委员刘颖春表
示，深湴村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黎族苗
族传统文化，政府引导村民利用革命老
区的积淀和黎苗传承的民俗、民情，寻

找“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和“黎苗特
色游”的契合点，使乡村旅游更具地
方特色，休闲经济更具人文含量，促
进了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目前，琼中已建成116个乡村
大舞台、10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100个行政村（村委会）组织活动
场所、102个村小组文化室，设
置农村书屋100个，基本实现了

“富美乡村”示范点全覆盖，农
民群众思想观念和农村文明
程度进一步提升。

（本报营根9月6日电）

看富美乡村，请
到琼中来。

近年来，琼中按
照“规划引领、示范
带动、全面推进、配
套建设、突出特色、
持续提升”的要求，
坚持以脱贫攻坚为
导向，以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和展示黎
族苗族传统文化风
貌为核心，以产业富
民、特色居家乡村、
文明乡风建设、社会
管理创新“四大工
程”为抓手，通过“连
点、串线、成片”推进
方法，致力打造集
“富、美、趣、和”于一
体，可游可憩、宜商
宜居的富美乡村。5
年来，琼中累计整合
投入资金 5.738 亿
元，建设“富美乡村”
示范点210个。

制图/杨薇

琼中奔格内
乡村旅游线路推荐

线路一：什寒线

线路二：番文线

线路三：朝参线

线路四：红毛线

线路五：金妙朗线

线路六：新寨线

线路七：仕阶线

线路八：岭头线（白马岭线）

线路九：乘坡线

线路十：黎母山线

琼中堑对村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春夏，来这里看草原；秋冬，来
这里赏大海。”这句话，已然成为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村的旅
游名片。

春夏两季，堑对村南北队一排排村
舍前，是开阔的玉米地、花生地，而每年
10月份左右，万泉河上游的水慢慢涨起
来，这片草原成了“一片海”，景色壮美。
堑对村这一涨一泄的河水，成了当地一大
特色，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下地干农活、下水捕鱼、上山采摘槟
榔、在家土灶烧饭……堑对人家用最传
统、最原生态的方式招揽顾客。

堑对村是省委办公厅的帮扶联系
点，从2015年开始，省、县、镇、村四级
联合发力，充分利用各级资金，以“减
贫摘帽”为目标，以促农增收为主线，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富美乡村”建
设为载体，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观。

“堑对村背山靠水，自然风光美如

画，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
六要素，在琼中打造出一个个让游客能
充分体验田园生活、农村乐趣的‘富美乡
村’是我们的目标。”琼中文旅委副主任
钟永欢说，琼中文旅委相继为堑对村投
入300万元，帮助堑对村打造民宿，引导
村集体和群众整合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白天，游客闲逛完村庄后，还可以到
“槟榔湖”“羊溪”“益智园”等休闲农业观
光景点游玩。手牵着手行走在乡村步行
道上，穿过花架，来到木质凉亭，和当地村
民话话家常，感受淳朴民风；午后，可划
船、骑车、捕鱼、抓虾，运气好的话，晚餐的
食材就到手了，只需拿到农家乐或者农户
家加工，便可享用。

堑对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江涛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下一步，堑对村将牵手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乘坡河、牛路岭水库、石臼群为景观
主体，建设海南呀诺达水乡梦里国际
乡村旅游度假区，打造“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人居样板
工程。 （本报营根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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