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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坐标是海南三亚，我终于踏上了西
岛，传说中的中国最美渔村，我来了！”10
月28日下午，经过十来分钟的海上颠簸，
重庆游客陈娜终于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上岸的那一刻，她面向大海举起手机，镜
头中是一张大大的笑脸。

陈娜的背后，是一排排珊瑚礁砌成的
百年老房屋。即使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
这些老房子仍然保存完好，有些珊瑚礁缝
隙间还长出了翠绿色的小草，一片生机勃
勃。

“这些珊瑚礁古屋在阳光下，很有年
代感。”漫步在古屋群中，陈娜在微信中写
道，“我仿佛回到了数百年前，看这座岛上
的渔民在我身旁来来去去，潮起潮落，帆
起船归。”

“岛上的珊瑚礁古屋是一大特色，我
们特意将部分老屋改造成了创意民宿。”
西岛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庆
学说，民宿融入了现代化的创意，提高房
屋舒适感，游客可在居住中全身心地体验
渔家文化。

不止是民宿，有的珊瑚礁古屋还被做
成了文创馆。“扬帆的渔船、潜游的海鱼、
古老的石井、西岛乡土画室，都是文创馆
里的内容。”西岛渔村村民王身吉将自家
的百年祖宅进行了改造，承载西岛文化创
意展示、老屋体验、村民文创培训、艺术交
流等功能，为西岛渔村孵化创意精品，带
领渔民文旅致富。

“渔村里的海上书房是我最喜欢的地
方。”游客汪珊珊兴奋地说，在海浪声中读
诗的场景，是一件她认为浪漫得不得了的
事情，“更别提船上还有‘船宿’，透过船头
船尾的小圆窗，能看到海天一色的景观和
渔村的风情。”

在不少人眼中，西岛渔村可以说是三
亚美丽乡村建设的范本。“曾经默默无闻
的小渔村，与景区相融合，竟一步步成为

‘5A级海岛生活区’。”三亚市旅游委负责
人说，美丽渔村的华丽蜕变，成为“美丽乡
村+旅游产业”的生动示范。

2018年年初，海上巴士开通了西岛
站点，游客若乘海上巴士从凤凰岛出发，
仅需15分钟就可抵达西岛。这让西岛景
区总经理黄家奇尤为兴奋：“随着西岛景
区和社区的升级改造、资源开发，引客魅
力增强，预测2018年游客量将突破200
万人次。”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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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切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导村民践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美丽乡村胜似度假村

玫瑰花田飘香，特色民宿林立，紧
邻三亚亚龙湾的博后村受到游客青睐。

“我们这一共有55间客房，大多数
房客都是通过网络预订。”位于博后村
的民宿“远方有个村”负责人麦浪透露，
这家民宿是他与村内4位村民合办的，
村民出土地，公司出资金，“我们是村子
里第一家民宿，自玫瑰谷开园后，生意
就红火得不得了！”

继“远方有个村”之后，“忆乡人”、
海纳捷、椰林缘等民宿相继开业，目前
村内已有精品民宿十余家。

“以前博后村就靠种水稻，大家日
子过得紧巴巴。”三亚吉阳区博后村党支
部书记苏少洪回忆说，后来，玫瑰谷租赁

村民的土地种玫瑰，村民们增添了一笔
土地租金。2014年，玫瑰谷玫瑰园对外
开放，当年游客量便达到95万人次，此
后年年增高，“景区效益提升后，村民土
地租金收入也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给村
民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更多了。”

“以前我可想不到自己还有领工
资的一天。”种了大半辈子水稻的博后
村村民李玉梅，现在玫瑰谷园区从事
园林及玫瑰花加工工作，她说，“原来
土地收成不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现在在公司不仅包吃包住，每月还能
按时领取3000元的工资，比以前务农
稳定多了。”

向大企业借力，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导入产业，是三亚美丽乡村建设中所倡
导的模式。三亚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没有产业支撑的美丽乡村不可能持续
发展，三亚结合三亚市乡村旅游资源、
非乡村旅游资源与乡村周边景区景点
以及交通区位、规模等现状，以村庄为
单位，提出村庄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道
路，坚持“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
韵”，培育特色村、专业村，构造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格局。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三亚将运用好
“政府+企业+农户”的合作模式，让每
个乡村都能发展特色产业，并依靠大企
业的市场和渠道，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在政、企、村

合建美丽乡村中，三亚进一步明确，由
政府负责道路、环境、绿化、美化及村
庄立面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负
责产品设计开发、市场推介、管理运营
等，最重要的是农户一定要参与到美
丽乡村的建设。

2017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三亚中
廖村、青塘村开园，两座村落均在优质
企业的科学规划与建设运营下焕然一
新，为市民游客呈上了一份社会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的成绩单。

“环境更好了，游客多了，家门口摆
摊卖自家特产就能挣钱，房屋出租也有
收入。”家乡的新变化，令中廖村村民陈
惠珠喜上眉梢。

“真没想到，三亚
的乡村环境竟然不输
度假村。”10月29日，
北京游客刘希云携新
婚妻子前来三亚度蜜
月，提前查看攻略的两
人放弃入住亚龙湾的
酒店，选择借宿博后村
感受乡愁，“景色极美，
又有民族风情，很赞！”

不止游客觉得赞，
博后村村民谭中仙也
对村子的变化赞不绝
口。“村容越来越整洁，
不仅自己住的更舒心，
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
游客还给咱们带来了
发展新思路。”谭中仙
高兴地说，家乡建设得
越来越好，吸引他辞职
回村做起民宿，捧起了
“旅游碗”，“30间客房，
平时入住率就能达到
95%，旺季时一间客房
房价达到800元。”

让乡村有产业，让
游客能尽兴，让村民得
实惠，是三亚在美丽乡
村建设过程中所追求
的目标。自2015年以
来，三亚在全市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切入点，实
招频出，切实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引导村民践
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既让乡村发展
可持续，又让村民致富
增收不间断。

■ 本报记者 袁宇

“家乡建成美丽乡村后，我最大的
收获不是收入增加了，而是可以回家
就业，陪伴父母。”10月28日，今年27
岁的中廖村村民李芬芬说。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让更多的
村民有返乡就业的机会。”三亚市委主
要负责人说，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三亚
着重推动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向农村延伸，引导村民参与并受益，
充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提起美丽乡村建设，同是中廖村村
民的蓝日新赞不绝口。“以前在家务农，
一年到头挣不到5000元，愁生计愁到
白头，哪有什么幸福可言。”蓝日新说，后
来他借助中廖村建设美丽乡村的良机，

果断开起了农家乐，“去年‘三月三’这天，
我一天就挣得比以前一年还多。经济来
源稳定了，家里的欢声笑语也多了。”

在三亚市南山村村民罗德新看来，
美丽乡村建设彻底转变了村民的生活
观念，“以前觉得垃圾可以随便丢，不影
响生活。可现在住惯了充满花香的小
庭院，是再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

原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三亚大
力发动村民打造美丽庭院，开展“美丽
庭院户”及“卫生文明户”创建评选活
动，提振村民精气神，培育文明乡风。

“我家院子里种了槟榔树、鸡蛋
花，就像一座小花园。闲暇时，在院子
里煮一壶茶，生活悠然得很。”三亚市

崖州区镇海村村民吴志雄说，在这样
的环境里生活干劲十足。

事实上，三亚也一直将美丽乡村
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实施。三
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三亚日前
出台了《三亚市市域乡村建设三年行
动规划》，明确到2020年，拟打造的
117个美丽乡村，完善全市域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起到以点串链、以链构网
的形式，初步建成市域乡村全域旅游
产业链，实现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和农业配套设施等乡村配套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三亚将重点
完善市域乡村生活服务圈，完善乡村配

套设施，包括幼儿园、小学、文化室、卫
生室、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和
道路、污水、电信、路灯、环卫等市政设
施。“比如，三亚天然气城区普及率现已
达到100%，下一步将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在农村推广天然气，方便村民的生
活。”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根据规划，三亚还将通过环境管
控、空间管控、村庄风貌、建筑风貌、公
共服务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农业生产
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乡村生态宜
居方面实现乡景映乡愁，打造有特色
内涵、有浓郁风情、有产业支撑的产业
小镇和美丽乡村。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产业与颜值并重

与国际化接轨

与幸福并肩前行

三亚市中廖村的星空野舍民宿由4间帐篷客房组成，与乡村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住百年珊瑚房屋，品美味渔家小吃

最美西岛渔村
令游客流连忘返

美丽乡村建设，也是三亚发展全域
旅游、拓展旅游空间的重要举措之一。

“Welcome to Hainan（欢迎您
到海南来）！”10月29日，吃过午饭，三
亚市海棠区青塘村村民蒲秋仕捧着自
己的英语课堂笔记本，坐在家门前的
大树下练习起来，“这英语真不好学！
但一想到以后可以大大方方地与外国
游客对话，便有了学习动力。况且学
好英语，才能更好地服务‘洋游客’。”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洋游客”来
到了村里，三亚中廖村、青塘村、博后
村、西岛渔村等美丽乡村成了“洋游客
们”眼中的新宠。

“三亚是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国
际化水平直接影响城市发展大局。”三
亚市旅游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当前，三
亚正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美

丽乡村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结合三亚去年启动实施的《建设

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十大行动方案》
和《三亚市幸福民生十大行动计划》
（合称“双十行动”），三亚在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对标国际标准，通过打造
国际化旅游标识系统，提升国际品位，
促进景点景区、旅游度假区、城区乡村
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三亚旅游发展
空间。

“我们今年频繁组织外籍教师进
村，为乡村服务人员及村民培训常用
的口语和单词。”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
叶凯中介绍，此前主要在市区涉旅行
业及政府机关开展外语培训，“主要也
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进村旅游，
同时也能促进当地民族特色文化传
播，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香蕉，Banana；椰子汁，Coco-
nut juice。”来自奥地利的史蒂夫是三
亚聘请的外教之一，他说，乡村中类似
蒲秋仕这样的零基础学员不在少数，所
以在培训过程中，主要还是以做游戏的
方式为主，引导村民参与课堂问答互
动，通过互动强化对语言的印象。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三亚还邀
请国外知名文创人进村授课，传授工艺
品制作技艺，教导村民结合生活制作实
用性与艺术性兼具的艺术品。

在三亚市天涯区文门村，这座黎
族村寨将党建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不仅定期培训党员干部的外语、服
务礼仪等知识，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
还动员党员干部、大学生与致富带头
人，带头参与旅游化改造，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现在村子里立起了双语标识牌，
时常都有‘洋游客’来呢。”文门村党总
支部书记兰鹏说，今年春节前，文门村
首家农家乐成功开业，接待了来自俄
罗斯的游客，“这是文门村旅游产业迈
出的第一步，文门村将和华侨城公司
合作，打造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黎族
风情美丽乡村。”

这一股刮过三亚城乡的“洋旋
风”，不仅让传统土村落“国际范儿”更
浓了，也激发了村民参与美丽乡村的
似火热情。

据悉，今年初，三亚新启动31个自
然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并明确要结合全
域旅游、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生态修
复、环境整治等工作，进一步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加快农村产业发
展，促进城区整体国际化水平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
三亚目前已有11个行政村（含24个重点自然村）获得海南省星级评定村庄

三亚明确到2020年，拟打造的117个美丽乡村

海棠区北山村
吉阳区中廖村
天涯区文门村

其中
被评定为
五星级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