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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成“永美带”“罗美带”“福桥带”

澄迈邀你畅游三条美丽乡村带

这些年来，澄迈以长寿、火山岩
古村落等文化特色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已成为全域旅游、特色产业惠
农、养生居家的重要抓手。据统计，
2017年澄迈接待国内外游客19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44亿元，
基本建成“永美带”“罗美带”“福桥
带”三条美丽乡村带。

位于西线高速旁的澄迈福山镇
侯臣村，利用“福山桥头带”美丽乡
村建设契机，将原本旧村庄闲置的
房屋和宅基地进行开发改造，建成
集商铺、家庭旅馆、茶坊、农产品展

销等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特色民
居。如今，投资的企业获得商业收
益，当地村民的“钱袋子”也渐渐鼓
了起来。这一模式，也被省内外媒
体称为“侯臣模式”。

“不出去也能有稳定的工作，还
能照顾小孩上学。”金江镇美榔村村
民王玲颇为激动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过去自己依靠种植瓜菜赚钱养
家，去年村里发展旅游业，她来到离
家不到十分钟路程的农家乐当服务
员，每个月能领上3000元工资。

美榔村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2013年 3月，该村被纳入澄迈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以宋代美榔双
塔为核心，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
开办农家乐、品莲坊等，为游客提供

“吃、住、玩”一站式休闲旅游度假场
所，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喜爱的古
村落之一。

9月 27日下午，在距离美榔村
不远的文英村，72岁的村民杜业英
一如往常和乡亲们围坐在村头的
大榕树下拉家常，如今大伙最感兴
趣的话题就是村子的开发建设。
看着不断落地的产业项目和越来

越干净整洁的村庄，村民们对未来
充满期盼。

2016年，澄迈与海南澄迈苟中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约，
建设综合性庄园。文英村160余户
村民将土地租给公司整体开发，同
时，公司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据
公司负责人杜英介绍，文英村的改
造将保留原有的琼北民居风格和火
山岩风貌，规划建设民宿、共享菜
园、泥巴浴、热带水果采摘区等，丰
富游客旅游体验，同时也能提高村
民收入。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王家专

“美榔姐妹塔在
夕阳的映衬下太美
了！”9月27日，安
徽游客何延灿与家
人一同前往澄迈县
金江镇美榔村游
玩，漫步在这个由
火山岩砌成的古村
落中，眼前古色古香
的建筑、风景如画的
乡间风光让他们赞
叹不已。

近年来，除了美
榔村，澄迈还涌现出
了罗驿村、大美村、
侯臣村等一批美丽
乡村。澄迈根据《海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
五 年 计 划（2016-
2020）》《海南省美
丽乡村建设三年行
动 计 划 （2017-
2019）》的要求，计
划到2020年底打造
92 个美丽乡村（行
政村），截至目前已
创建36个，2018年
计划创建24个。

澄迈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扎实
推进美丽海南百镇
千村建设，稳步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让当地群众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改
变人居环境、增加收
入，实现和谐生活的
美好愿望。

9月 27日，澄迈某单位参加红
色之旅的党员从金江镇高山朗村乘
船出发，上岸后沿龙江乌什村、九京
村、泉水村急行军8公里，最终到达
塘北村。

“行军”队伍还未抵达，金江镇塘
北村贫困户邱海金便已经忙活起
来。她的工作是给参加红色之旅的
党员们准备“忆苦饭”。

邱海金生活的塘北村人多地
少，发展农业困难多。澄迈县委有
关负责人便提议，以“党建+脱贫攻

坚+红色之旅”为抓手，通过开发红
色旅游，充分挖掘包括塘北村在内
的多个革命老村的红色资源，靠好
山好水、文化底蕴谋发展，改善村民
生活。

据了解，塘北村依靠开发红色之
旅，为村里包括邱海金在内的3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厨师、船夫等工
作岗位，解决其就业问题。塘北村也
成为了澄迈以党建为抓手，创新发展
服务乡村举措的一个缩影。

澄迈以党建促进乡村发展，该县

永发镇后坡村驻村第一书记温天辉
感触颇深。

2015年，温天辉初到后坡村的
印象是：“村道巷口、房前屋后全是垃
圾堆。”而如今在后坡村，脏乱差的景
象早已不见：村道巷口找不到一丁点
儿果皮纸屑；村口崭新的办公楼里，
村两委干部轮流值班，村民不出村就
能办妥各项事务……2017年，后坡
村还摘掉了“软弱涣散党支部”的帽
子，成为党建示范村。

谈及后坡村的改变，后坡村党支

部书记曾令群坦言，靠的是“党建+”
模式，让澄迈涌现出许多像后坡村这
样的“蜕变”村，村民精气神好了，乡
村风貌也越来越好。

澄迈通过“党建+”模式推动乡村
治理。澄迈县委书记吉兆民表示：

“‘把党建工作摆在最前头’统筹抓好
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重点工
作，确保各个领域都有党组织的声
音，既推动工作开展，又激发党建工
作活力。”

（本报金江9月27日电）

石桥流水，幽静古巷，到访澄迈
县老城镇罗驿村的人们总说，这里
是梦中的故乡。

这个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村庄，是
古代琼岛西线的驿站，古称倘驿。村
中120多间石房环绕水潭而建，36条
石板砌成的村道交叉相通。

除了古井、石桥等众多古色古
香的遗迹，村中最吸引游客的，还有
一座规模庞大的乡村宗祠——李氏
宗祠。李氏宗祠始建于雍正元年
（公元1723年），是为纪念罗驿村的

李氏始祖李文英而建。祠堂内设立
的村史馆，展示了李氏在这方钟灵
毓秀的土地上曾经有过的人文辉
煌。李氏后人也不忘惠泽乡里，为
家乡修筑宗祠、造桥修路、树立牌
坊，使得罗驿村成为了重文兴教，儒
学浓厚的人文古村。

2017年，罗驿村入选了农业部
公布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名单。

2013年3月22日，澄迈县启动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选定老城镇、金
江镇、福山镇等几个基础相对较好的

特色村落，通过道路交通把镇中的火
山岩古村落、渔家风情、休闲农业观
光等资源串连起来，打造“福山桥头
带”“永发美亭带”及“老城罗驿美文
带”等3条美丽乡村带。

同时，该县在全面推进县镇两
级美丽乡村建设中，打造了美榔双
塔、永庆寺、金山寺、罗驿村和封平
约亭等乡村旅游景点。

据澄迈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澄迈计划投入约1.3亿元用
于美丽乡村建设，计划建设的24个

行政村均处于前期规划阶段，其中，
将择优选取2至3个村庄策划项目
进行重点打造。

值得一提的是，澄迈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镇不
同的优势和特点进行差异化发展。
对于交通便捷、在乡村旅游带上、适
合发展旅游的村庄，优先发展特色家
庭农场、乡村民宿型农家乐等；对于
土地面积大的村庄，通过引导村民以
土地入股的形式，引进龙头企业、合作
社等进驻，发展特色热带高效农业。

差异化发展美丽乡村

发展乡村旅游助村民增收

“党建+”模式助推乡村治理

澄迈美丽乡村建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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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青年打造“村里吧吧”主题乡村旅游联盟

挖掘乡土文化 共享旅游资源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陈卓斌

“你知道黑豆是怎么变成黑豆
腐的吗？”近日，在澄迈县加乐镇
加乐村，游客黄莹握着五岁女儿
的手，一边研磨一边讲解。从小
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儿对眼前的
一切充满好奇。这个又能学又能
玩的“加乐豆腐村”受到家长孩子
追捧。

“豆腐村”的创始人王和祥，是
一名返乡大学生。大学学习音乐
教育专业，毕业后顺利成为一名教
师，但王和祥却不甘于此，决定返
乡创业。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他将辛苦攒下的 8 万元投入互联
网咖啡创业项目，可项目却以失败
告终。

2017年春节前夕，正在家中的
王和祥，和村里一位推广黑豆腐衍生
产品的村民聊到了一起，突然萌生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尝试发
展体验式乡村旅游！”

“回归乡村、体验乡村生活着实
令不少城里人向往。”2017年1月，
王和祥和团队决定启动“村里吧吧”
主题乡村旅游联盟这一创业项目。
他们深知“如果游客每次来只能到
一个地方游玩，兴趣点很快就会消
失。”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王和祥与
团队决心探索新模式，在当地快
速铺开设立多个旅游点。在后来
的一年时间里，“加乐豆腐村”“效
古沉香村”“洋道石榴村”“永发牧
羊村”等一座座极具澄迈特色的
主题乡村通过加入联盟快速发展
起来。

“通过统一打造品牌和分享游
客、数据等资源，各个村子的名气都
获得了迅速提升。”“村里吧吧”联盟
的创始人之一、加乐镇加乐村村民王
和山说。据了解，在今年清明小长假
期间，联盟接待游客超过1200人，总
销售额达12.7万元。

王和祥与“村里吧吧”团队在
2018 年 6 月成立了澄迈“村里吧
吧”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吸纳百余
名贫困户参与。合作社在为贫困户
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吸纳贫困
户入股，每人每年可以领取到 420
元分红。

王和祥对“村里吧吧”的未来
充满信心，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下一步“村里吧吧”计划走出澄迈，
打开琼海、屯昌等市县市场，通过挖
掘当地本土文化，打造资源共享、
统一运营、风格突出的主题乡村旅
游联盟。
（本报金江9月27日电）

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错落有致的民居。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游客在澄迈金江镇美榔村宋代美榔姐妹
塔前拍照留念。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在澄迈县加乐镇加乐村，返乡创业
者王和祥正在用石磨为黑豆脱壳。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小朋友们在福山咖啡风情小镇体验陶艺
制作。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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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澄迈9个火山
岩石古村落入选第三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2013 年至 2015 年，澄
迈创建了19个县级美丽乡
村（自然村），累计投入资金

2.48亿元。

2016年至今已创建36
个美丽乡村。

2017年澄迈投入2.59
亿元，完善 7个特色产业小
镇基础设施，建设17个行政
村美丽乡村。福山镇成功申
报全国特色小镇。

2018年计划创建24个
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