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句代代相传的祖训
“谁破坏村背后山，谁家就遭殃”

深绿的是山，浅绿的是水，翠绿的
是那些重重叠叠的绿叶枝桠，不大的
村庄掩映在群山之中。在阜龙乡，可
任村白准村民小组的海拔最高。

与山为邻的白准村有不少“自然宝
贝”：松鼠、野鸡等野生动物，是山上频繁
可见的身影；连成一片的山林，风一来，

“沙沙沙”响的林海涛声钻入耳朵……
“村前的叫‘海阜山’，村后的叫

‘背后山’，祖辈传下来的祖训说，‘谁
破坏村背后山，谁家就遭殃’，村里的
泉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破坏了山就
没了水源。”可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符焕南和其他村民一样，熟悉
这村前村后的山，更熟悉祖辈口口相
传留下的这句话。

白准村的生态保护意识刻在一代
代村民的记忆里，也体现在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

“山上的树多，有鸡毛松、毛竹，还
有‘赛还久’（黎语，中平树）和‘才顿’
（黎语，油柑树）；我们村里也种很多
树，有一棵小叶榕有56年树龄，还挂
着专门的特定林木保护牌呢。”今年
70多岁的白准村村民符家明，对村里
良好的生态环境感到骄傲。

然而，与山为邻，让白准村村民早
些年的生活夹杂着许多苦涩。

“为什么要嫁到那山岭上？”已嫁来

白准村十余年的外来媳妇符妹丽，曾
被她定安的亲朋好友追着问这个问题。

“2001年我们结婚时，正好遇到
阴雨天，去白准村的泥巴路实在太难
走，买的新家具和电器，都是用车运到
山脚的原卫星农场17队，再用人力一
件件抬上来。”符妹丽现在在村里的

“圣哒哒”民宿工作，说起过去的生活，
她有许多苦要诉。

白准村一度只靠着山路与外界相
连，村庄共有68户黎族同胞，受土地
资源少、交通闭塞等因素制约，村民
只能靠种植少量橡胶、竹笋、甘蔗、
水稻等作物和外出务工维持生计，
村里房屋老旧，基础设施简陋，人居
环境也比不上其他邻近乡村。在当
地，白准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只有
那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青山和绿水。

一次学习带来的启发
让绿水青山从沉睡中醒来

白准村的改变发生在2012年。
那一年，符焕南参加阜龙乡政府

组织的美丽乡村“学习取经”活动，
到元门乡的罗帅村参观学习。“看了
人家的村子后，有很大的启发。”符
焕南说，这是当时他最深刻的感受。

回来后，符焕南和村民讲了罗帅
村的发展。白准村68户村民代表决
定，集体自费再去罗帅村看看，学习罗
帅村整村改造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我们村山水条件不差，也可以这

样搞。”“他们做整村改造，企业不占用
一亩地。”“村里有红色历史和革命故
事，这是不是有点特色。”……村民代
表回村后，开会讨论如何让村子变美、
让自己生活更好。

有了借鉴，有了想法，白准村和乡
政府请来罗帅村的改造企业——海南
天涯驿站旅游项目开发有限公司，来
帮助他们做规划设计和改造建设。“当
时，房屋改造我们采用的是‘农户+公
司+政府’的模式，一幢房屋改造费用
约16万元，每户农户自筹8万元，剩
下的由政府和企业出，村民们都接受
这种模式。”符焕南回忆。

“我们当时住在村旁的临时屋里，
看着大家的平房一幢幢盖起来，心里
特别高兴。”村民叶海珠说，大家腾出
老旧房子，和企业一起忙前忙后，让白
准变得更漂亮、更宜居，村子慢慢地改
变了原来的模样。

守着青山绿水的白准村，不再默
默无闻。它发生变化的另一转折点，
出现在2017年。

“去年，我们被列为白沙‘美丽乡
村’重点建设村庄，一期建设中政府投
入了698万元进行房屋外立面改造、绿
化美化以及文化建设，当时村容村貌的
改造只用了3个月。”符焕南说，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带动下，白准村变靓了。

如今，白准村民居整齐，绿树成
行。村东北角的人工湿地能“喝掉”来
自各家各户的生活污水。

站在人工湿地的栅栏边，抬头一

看，村里77幢刷着统一浅黄底色的崭
新平房的墙面上，写着一行行醒目大
字，其中有一行是“家家生态好风光，
人人幸福保安康”。

一眼源源不断的山泉
不仅要有好山水，还要有好生活

宜居不宜居，村民最有发言权。
闲暇时分，坐在村前大榕树下，和

邻居围在一起聊聊天，吹吹风，远看稻
田风光，这是白准村村民王丽花的惬
意生活。

“舒服吧？要是你早几年来我们
村，可能路都不好走。”王丽花说，村里
曾经是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现在
却完全变了样。

“五网”建设齐了、污水排放管网有
了、人工湿地也用上了……如今，白准
村在一点点变好，村民的观念也逐渐变
了，大家开始思考：白准村靠近连接万
洋高速的白沙快速路，地理位置还不
错，下一步要如何借力原有的自然和人
文禀赋，让村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符焕南首先想到的是做生态农
业。“去年9月，省里组织我们到韩国
学习乡村怎么建、怎么发展。”那一
趟学习之旅花了11天时间，符焕南
既看了仁川的新农村农业，也看了
济州岛的乡村民宿等。在那段学习
中，他对一串葡萄印象极其深刻。

“在韩国的新农村，通过生态有机
农业种植和包装出来的一小串葡萄的
卖价折合成人民币是100元，他们还
有很多吸引游客的果菜采摘项目。”符
焕南从中受了不少启发。

白准村有事，村民都会一起想办法
做。2012年，白准村进行整村改造时，
为了用水更方便，村民在红军井旁打了
一口新井，井水通过水管统一接到每家
每户。当时，水井原计划钻打100米，
但打到26米时，泉水便喷薄而出。

这口新井，和红军井一样，泉水从
上游而来，带着青山绿水的厚赠和村
民世代倾力守护的智慧，汩汩而出；泉
水向下游流去，滋养着这个小村庄的
过去和未来，源源不断。

“说实话，我们觉得光把房子建得
整齐好看是没用的。”符焕南说。那什
么才有用？在他看来，不仅要有好风
光，还要有好生活。这也是依绿水青山
而居的白准村村民，对未来的共同期待。

（本报牙叉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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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林承婷

“这场论坛的会场——博鳌亚洲论
坛大酒店，18年前还是一片荒地。我
们所在的博鳌镇，18年前名不见经传，
远不如今天这般享誉世界。”在12月2
日开幕的2018世界海商（博鳌）高端论
坛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
外事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服务与利用
博鳌亚洲论坛联席会议工作机制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王胜向来自全球30个
国家和地区的海南商人代表这样介绍
家乡小镇博鳌的发展变化。

琼海市博鳌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海边小镇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会议
中心，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海南密
不可分。作为参与博鳌亚洲论坛创建、
服务保障的亲历者和记录者，王胜有幸
参与了论坛一系列前期调查、研究、论
证工作，遇到和解决过不少大大小小的
难事。

“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
在博鳌召开。一年后博鳌亚洲论坛首
届年会在博鳌召开，论坛会址永久落户
海南博鳌。”因为工作关系，王胜曾向公
众无数次聊起备受瞩目的博鳌亚洲论
坛，但每一次谈起，他都感慨万千。

“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时代
给了我们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让我
们有幸与论坛结缘，见证记录论坛是
如何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场外交重
要舞台，如何扮演展示中国改革开放
和发展成就的窗口角色以及如何成
为展示中国践行推动构建亚洲命运
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窗口
的全过程。”王胜说。

亚洲论坛结缘海南博鳌
发扬特区精神 举全省之力办会

倡议在海南创立“亚洲论坛”的事
情，始于1998年。

当年，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日本
前首相细川护熙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
克在海南博鳌倡议，在中国海南创立

“亚洲论坛”，此倡议一出，得到了海南
省的积极响应。当时的王胜，在海南省
外事侨务办公室任国际交流处副处
长。1998年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他加入到亚洲论坛筹建的团队
之中。

亚洲论坛，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
济形势和亚洲寻求合作共赢中应运
而生。作为第一个将总部设在中国
的国际会议组织，缘何把橄榄枝抛给

海南博鳌？
倡议者认为，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是中国深化与国际社会联系
的试验区。海南省以建设生态省为目
标，说明它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重点是生
态产业，这是亚洲和国际社会都看重的
领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当亚洲论坛选址博鳌的消息传来，
“博鳌在哪儿”“为什么要选址博鳌”的
声音不绝于耳。许多人不相信，一个小
小的海南岛，能办成一个亚洲乃至世界
级的经济论坛。

“那时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不过
10年时间，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起步
阶段，出现怀疑的声音是在所难免的。”
王胜回忆说，2001年以前，博鳌镇墟上
只有一两条街道，一眼望去四周都是水
田，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地的东

屿岛，以前处处是荒地，低矮的房屋被
一两米高的野草遮掩，“早期我们从海
口拉桌椅板凳去博鳌，货车司机甚至都
不知道博鳌在哪里，论坛服务保障工作
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开头的难和现在的火成了鲜明的
对比，这其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海南
用行动交出了优秀的答卷。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也很感
慨，他说博鳌亚洲论坛能成为全球瞩目
的国际会议组织，这与亚洲尤其是中国
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有着直
接关系，亦与海南乘着改革开放春风，
勇于抢抓机遇、勤于总结经验、敢于开
拓创新密不可分。

博鳌亚洲论坛与海南共成长
越来越现代化的博鳌 越来越开放的海南

因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为世人所
知，小镇的变化同样与论坛的服务保障
工作分不开。现在的博鳌没有变，依然
面朝碧海，四季常春；现在博鳌变了很
多，情调各异的咖啡馆、酒吧和民宿盛
情地接待着大量国内外游客。

“以前我们下村工作，都要绕路走，
有时去一个村子就要一天时间。”博鳌
镇镇委书记冯琼是土生土长的博鳌人，
在他眼中，公路、桥梁、高铁、机场让家
乡四通八达。

硬件基础设施改善了小镇生活，也
给论坛的服务保障工作带来了便
利。“有了论坛服务保障工作的历练，
海南才有能力完成各种超大和重大
国际会议的接待服务保障工作。”王
胜说，如今博鳌小镇的国际化程度越
来越高，在博鳌举办的大型会议不胜

枚举。
18年来，作为论坛举办地的海南

也和论坛一起成长，与亚洲各国特别是
东盟的经贸关系不断拓展。“立足亚洲、
放眼全球”的博鳌亚洲论坛，也在无形
中进一步扩大海南的国际影响力。

从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轨迹来分
析，不难看出，除了服务和保障好论坛
年会外，海南也在努力用足用好用活论
坛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为论坛注入“海
南元素”，策划和实施了上百场系列海
南主题活动，促成了被称为“博鳌亚洲
论坛第二乐章”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等一批项目的落地。

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都吸引
包括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内的
数千名外宾参会。王胜认为，在这种
强大外交外事效应带动下，海南在国
家总体外交中扮演起日益重要而独特
的角色，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成为
国家总体外交及“一带一路”共建的服
务保障者、智慧贡献者、深度参与者和
创新推动者。

博鳌亚洲论坛的世界影响力
释放改革开放信号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博鳌亚洲论坛走过的18年，是博
鳌小镇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8年，也
是中国飞速发展、亚洲走向未来的18
年。

“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的，也是世
界的。”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东
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吴士存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民
间外交和官方外交同台上演，是论坛的
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它所发挥的重要作

用之一。
在吴士存看来，中国一直以来积极

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开展多边外交，展现
了我们运筹主场外交的能力，“在出席
论坛年会期间，我国领导人与来自亚洲
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国领导人广泛接
触，举行双边会谈、会见，与有关国家增
强了政治互信，深化了经贸合作，推动
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亚洲达沃斯’。”这20年来，因参与论
坛创建和服务保障每一届论坛，王胜的
外事生涯与博鳌亚洲论坛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会时常梳理有关博鳌亚洲论坛
的发展成果。

王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论坛年会
定在每年3月下旬召开，刚好是全国两
会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通过这个平台
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据统计，每年
论坛年会中国领导人出席外事活动平
均有30至40场左右，他们利用出席论
坛年会契机阐述我国对外方针政策，争
取广泛认同和支持，“例如，博鳌亚洲论
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首次向外界诠释
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涵。”

改革开放是海南发展最强大的生
命力。今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海南要坚持开
放为先，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
略，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的时代，新的使命。在用好用足
用活博鳌亚洲论坛资源，服务国家总体
外交，扩大海南对外开放这条路上，海
南一直在前行。

（本报博鳌12月19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扩大海南对外开放

开启国际视野的“博鳌时间”

乡村振兴有我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梁振君

一年365天，白准村村民符有亮的生活都是
这么开始的：早上6点起床后，就到村文化活动室
和其他村卫生小组的另外两位成员一起，拿着扫
帚簸箕，沿村道清扫、集中处理垃圾、巡看村排水
沟渠和人工湿地是否需要清理。干完这些活儿
后，他才开始忙自己的事。

“有时确实累，但看着村里干净了，心里也舒
服。”符有亮一说话就乐呵呵地笑，他说左邻右舍
都自觉维护村中环境整洁，经常自觉打扫房前屋
后，没有人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得少。

村民守着祖辈的山水，在参与改造村庄时不
吝啬汗水。

自 2012 年白准村改造以来，村里多了一条
全村一起打扫卫生的“村规”：每逢周二或周三，
村里的召集广播一响，每家每户要出一名劳动
力集中打扫整村卫生。村立的村民公约里，还
明确写着“讲卫生，爱环境，乱堆占，不可为”。

乡村振兴有我。在白准村采访最大的感
受，是村庄村民有着良好的精神风貌——过去
是对自然生态资源有世代守护的约定，如今是
善于接受新事物、共同积极参与村庄建设发
展。“同心白准，美好新村”，这句贴在白准村文
化广场上的标语，也许是对村民这种精神的最
好的注脚。

白沙白准村因地制宜，拓宽发展思路，绘就生态宜居新画卷

代代守护生态梦 潺潺山泉不干涸
记者手记

下过雨，湿雾轻覆
青山。

驾车进入白沙黎族
自治县阜龙乡，驶上一
条路面不宽的上山公
路，路沿着山林曲折迂
回，驱车向前，行至三四
公里处，有一个名为“白
准”的村庄。

这是一个地处山区
腹地的黎族村庄，有着
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和
深厚的“红色基因”。从
2012年开始，这个默默
无闻的小村庄，逐步发
展成为美丽乡村。

白准村依山而建，
村里祖祖辈辈与自然共
生的朴实理念也依山而
生。琼崖革命时期，红
军曾在白准村驻扎过，
为了方便村民饮水，红
军战士特地在村前凿了
一口井，后来村民都称
其为“红军井”。如今，
红军井仍有活水，井里
的水是从山上流下的山
泉水。这潺潺泉水，默
默地浇灌着这片土地，
滋养着这里的百姓。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程旺
梁振君 实习生 叶映彤

乡村振兴在海南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白准村有良好的自然
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俯瞰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白准村。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白沙黎族自治县阜龙乡白准村村道整洁，民
居富有民族风情。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2001年2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主会场竣工并举行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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