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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17 年—2019 年）》要求，昌江在
2017年至2019年期间计划建设 28个美
丽乡村

2017年11月，海南第二批美丽乡村示
范村名单公布，昌江共有7个村庄获得星级
美丽乡村称号

其中，获得三星级美丽乡村称号的 4
个村庄为：

十月田镇波兰沟村民小组
七叉镇苗村
石碌镇山竹沟村
七叉镇大章村
获得一星级美丽乡村称号的3个村庄

为：

十月田镇山村
十月田镇才地村
王下乡大炎村

据统计，2017年昌江14个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总投资14627万元
目前已竣工5个
在建项目8个
未招标进场施工项目1个

2018年昌江计划建设 20 个美丽乡

村，其中包括10个文明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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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生态环境优势、突出地域特点、发展特色产业

昌江：突出特色 擦亮美丽乡村“招牌”

和泥团、揉搓泥条、拍打泥坯、晾晒
陶皿、堆柴焙烧……9月15日，在位于
石碌镇的保突村制陶馆，制陶工艺师正
在向游客展示古老的黎族制陶工艺。

近年来，保突村传承发展黎族制
陶文化，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目
前，保突村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已吸
纳30多名社员创业致富。值得一提
的是，在传承黎族制陶技艺的基础
上，保突村制陶馆对制陶技艺进行创
新，采用机器和泥、煅烧等现代工艺

技术，在陶器制作中融入黎族纹饰以
及现代元素，除制作部分生活、生产
器具外，还根据市场需求制作艺术摆
件，不仅让古老的黎族制陶技艺得到
传承，也带动了村民发家致富。

在七叉镇尼下村，村民林亚劳以
前靠种甘蔗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
巴。2015年，随着七叉镇木棉乡村
游兴起，他和朋友合伙在村中经营起
一家农家乐。“我们做的都是特色菜，
每天能接待近200名游客，大家都夸

这里的饭菜味道好。”今年初，“昌化
江畔木棉红”文化旅游活动启动，游
客增加了许多，尼下村40多户农户
通过销售竹筒饭、手工制品等形式，
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林亚劳的农
家乐实现营业收入近3万元。

据介绍，尼下村山林、河流等自
然资源丰富，近年来有关部门依托木
棉景观、百年芒果树群等特色旅游资
源，建设木棉栈道、黎家特色凉亭、石
凳石椅等，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引导尼下村村民发展旅游相关产业，
努力将该村打造成特色旅游村寨。

昌江住建局副局长符声聪介绍，
昌江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统筹推
进乡村发展，充分利用各村庄独特的
地理条件、自然风光，打造了一批具
有休闲旅游功能的美丽乡村、旅游小
镇。昌江将继续完善美丽乡村规划
布局，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9月15日，十月田镇才地村波兰
沟村民小组，经过连日的雨水浸润，村
道两侧的草木长得更加茂盛了，漫步
于村中，海南日报记者发现：家家户户
的房子都没有配套建造围墙，取而代
之的是一排排低矮的竹篱笆，或是绿
意盎然的盆栽。

“建设一个没有围墙的美丽乡
村、文明乡村，这是我们波兰沟的最
大特色。”才地村党支部书记卢振华
介绍，从2016年起，随着美丽乡村建

设加速推进，波兰沟村民小组拆违
建、修村道、勤保洁、多种花，村容村
貌变得越来越整洁美观。在才地村

“两委”干部的动员下，波兰沟村民小
组80多户农户纷纷拆掉自家围墙，
腾出来的空间用于拓宽水泥路，或是
栽种花卉扮靓村庄。此外，原本略显
破旧的墙体，经过精心设计喷绘后，
呈现出一幅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图案，成为乡村践行社会文明大
行动的一个缩影。

十月田镇南岭村背靠南蛇水库，
水库四周草木葳蕤、风景如画。以前，
由于部分老宅年久失修出现倒塌，村
民房屋建设缺乏规划，该村居住环境
一般。一年多前启动建设美丽乡村以
来，南岭村在水库边建起了亲水栈道、
观景钓鱼台、休闲驿站、林间人行道、
凉亭等旅游配套设施，人居环境变美
了，周末自驾游游客也纷至沓来。

倡导文明乡风、突出地域特点、提
升人居环境……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的过程中，昌江各个村庄依托自身生
态环境优势和民俗文化特色，补齐制
约村庄发展的“短板”，不断提升村民
获得感、幸福感。该县美丽乡村建设，
呈现出“各美其美”的鲜明特点。据
悉，截至目前，经省住建厅评定，昌江
共有7个村庄获得星级美丽乡村称
号。今年上半年，省住建厅又对昌江
新城村、白沙村、塘兴村、乙在村、南岭
村等5个乡村进行星级美丽乡村考
核评定，目前考核结果尚未公布。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王君志

从西线高速大坡互通下高速，新
建成的昌江游客服务中心美观大
气。距游客服务中心不远处，就是石
碌镇山竹沟村。

漫步在山竹沟村，绿树成荫的村
道两侧，一栋栋房屋经过一番装饰
后，墙体上喷绘了黎族风情浓郁的图
腾。在竹篱笆圈成的庭院里，菠萝
蜜、木瓜、释迦等热带瓜果垂挂枝头，
不时有鸟儿飞入庭院中，或觅食或鸣
唱。山竹沟村驻村第一书记柯明介
绍，山竹沟村正在创建文明新村，同

步开展村容村貌美化、绿化、净化三
大行动，村庄面貌变化很大。

美丽乡村不仅要“外貌”美，还要
产业兴。以前，山竹沟村毛豆种植面
积不足百亩，毛豆种植产业既不成规
模，也缺乏科学管理，经济效益较
差。2016年起，村“两委”班子引进
农业企业大规模发展毛豆种植产业，
由企业提供种子、技术、肥料，村民负
责种植和管理，收获后再由企业“保
价收购”。截至去年底，山竹沟村57
户贫困户通过发展毛豆种植等产业

全部脱贫。目前，山竹沟村种植毛豆
近5000亩。

目前，昌江有关部门正在积极谋
划建设山竹沟黎族旅游观光风情
村。今年以来，经过多次洽谈，投资
方表示将投资5000万元，采用“投资
方+合作社+村民”的模式带动村民
发展旅游业。目前，已有50户村民
以宅基地入股合作社，与投资方合作
搞开发建设，具体经营内容为家庭旅
馆、农家风味美食、特色农产品等。

此外，保突村黎陶乡村文化公园

项目也正在引进投资方，该项目将采
用“公司+合作社+村民”的模式运
营。项目第一期将改扩建黎族制陶
技艺展示馆，同时建设昌江玉、花梨
木等展示馆；项目第二期将开发建设
生态植物园；项目第三期将建设特色
温泉小镇。

蓝图已绘就，宜居、宜游、宜业的
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催人奋进。昌江
正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全面奏响
乡村振兴进行曲。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昌江七叉镇大章村：

“木棉红+梯田”美景引客来

从因木棉梯田美景
闻名的七叉镇尼下村，到
被称为“一个没有围墙的
文明乡村”的十月田镇才
地村波兰沟村民小组；从
民居颇具黎族风情的石
碌镇山竹沟村，到传承黎
陶制作工艺的石碌镇保
突村……在海南西部的
昌江黎族自治县，一个个
景致如画的美丽乡村让
游客流连忘返。

昌江依山傍海，拥有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去年以来，该县全面贯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依托
生态环境优势，深入挖掘
特色民俗文化，发展生态
农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
业，打造了一批生态宜
居、文明和谐的美丽乡
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
村民们的金山银山。

昌江美丽乡村建设
概况

各美其美 串起美丽乡村“珍珠链”

每年春季，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章村一带的木棉景观都会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观赏。

昌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南岭
村建设的供游客休息的凉亭。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王君志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大章村紧
邻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群
山环抱、民风淳朴。每年春季，七叉镇
木棉景色令人神往，大章村一带便是
观赏木棉花的好去处。近年来，在昌
江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大章村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乡村游相关产
业，村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

“大章村周边有上千棵木棉树，其
中不乏上百年树龄的老木棉，这可是
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独一无二的资源和
优势。”大章村党支部书记吉良生信心
满满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为了更好地挖掘游客前来观赏
木棉花带来的商机，今年以来，昌江
住建局等部门增加资金投入对大章

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9月
1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大章村看到，
一条条蜿蜒的水泥路宽敞整洁，许多
房屋墙面上喷绘着精美的图案，施工
人员正在忙着硬化村中的巷道，并在
村道、巷道两旁栽种绿植。

七叉镇规划管理所所长郭文介
绍，截至9月中旬，大章村的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5%。据了解，按照大章村的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该村将依托秀丽的山水
风光，在巩固现有产业的基础上，重点
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养生产业，建设以
养生旅游为主题的田园旅游特色村
落，打造以休闲、养生、拍摄为主要服
务内容的旅游型村庄。

接下来，大章村将以大规模的木
棉景观为基础，结合水库滨水区域、

梯田景观区域，打造一条观光环线。
同时，结合发展旅游业的需要，在部
分区域补种木棉树，扩展木棉观景
区，立体展现“村庄+道路+木棉+梯
田”的美景，同时在梯田区设置草莓
采摘等休闲旅游体验项目，利用一些
废弃民宅，打造具有乡土气息的美食
文化广场，给游客提供一个美食体验
空间，打造现代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示
范区。

值得一提的是，大章村紧邻霸王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气中负氧离子浓
度较高。目前，昌江有关部门正在招商
引资，谋划在大章村建设森林养生、康
体养生等项目，为游客提供一个远离都
市喧嚣、亲近田园生活的度假
休闲场所。

（本报石碌9月19日电）

宜居宜游 描绘百姓富裕锦绣图

项目引领 奏响乡村振兴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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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
村民在采收毛豆。据了解，该村通过“公司+农
户”模式种植毛豆2000多亩，亩产值1000元至
1500元左右。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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