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专题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A10

“我感觉这里的乡村建设很扎
实。”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原院长佘
之祥在考察了乐东志仲镇导孔村后
说道：“除了种植黄花梨树外，村民
还种植有槟榔、毛豆、益智等收益快
的作物，‘长短’结合发展产业。”

今年初，乐东设立了志仲镇助
推乡村振兴起步区，谋划推动该镇
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五个

振兴，着力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并
以点带面逐步向全县铺开，在全县
打造具有山、海、水和文化内涵的
乡村，形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
乡村名片。

“志仲正以提质增效为导向，推
动产业振兴。依托山、水、林、湖、
田、草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打造‘一村一品’。”论坛开幕式上，

志仲镇委书记方志雄介绍，该镇依
托地理和气候优势，以农产品“五
化”为抓手，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王牌”，发展毛豆、火龙果、槟榔、
益智等产业。

产业的发展，实现了贫困户脱
贫、农民增收的目标，志仲镇建档立
卡贫困户 1380 户中 1101 户已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原来的15%降为

4.7%，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1232
元。

同时，志仲镇依托首村徒手抓
鱼、永涛“花梨馆”、红内村黎锦传习
所、“毛公山”红色旅游区、保国田园
综合体等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打造
包括首村、导孔村、红内村、保国村在
内的乡村旅游带，带动全域旅游的发
展，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打造志仲镇助推乡村振兴起步区

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村庄旅游发展论坛闭幕

大美乐东汇智聚力推进乡村振兴

好山好水好空气，这里人文荟萃，
瓜果飘香，只要你用心感受，乐东之美
无处不在。12月26日至27日，第二
届中国少数民族村庄旅游发展论坛暨
首届乐东毛公山旅游文化节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举行。

“参加这次论坛有全国各少数民
族代表，还有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中
央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是一次体
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会，我们为与会
者精心准备了内容丰富的活动，有论
坛、实地考察以及文艺晚会等，让大家
更多地感受乐东之美。”乐东县政协主
席、“一巩双创”工作指挥部指挥长覃
超从本次论坛落户乐东那天起，全程
参与策划、指导，处处用心安排。

据了解，今年1月初，乐东举办了
乡村振兴论坛，当时邀请了中国村社
发展促进会的专家参会，在交流过程
中，他们提出在乐东举办第二届中国
少数民族村庄旅游发展论坛的想法，
这与乐东县委、县政府发展乡村旅游，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谋而合。紧接
着，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的专家们对
乐东乡村进行了考察调研，认为乐东
具备举办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村庄旅
游发展论坛的条件。

近年来，乐东深入开展“一巩双
创”，城乡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县城面
貌焕然一新，以产业为支撑的特色村
庄陆续涌现，志仲镇作为乐东乡村振
兴起步区，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些都
为论坛的成功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坛确定落户乐东后，政协乐东
黎族自治县委员会、“一巩双创”工作
指挥部作为承办单位，多方筹措资金，
开展各项筹备工作。“毛公山是乐东具
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我们决定把论
坛活动与毛公山旅游文化节一起举
行。”覃超表示，乐东积极推动毛公山
农场公司对毛公山景区进行升级改
造，建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博览馆、海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史馆、海南农垦发
展史馆，进一步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和
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还协调相关部门
精心安排与会代表考察点。

“这次论坛活动有利于增进各民
族之间的感情，加强民族团结；在论坛
召开过程中，乐东还与3个少数民族
自治县签订合作协议，彼此互帮互助，
互通有无，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一起奔
小康；本次论坛与乐东毛公山旅游文
化节一起举行，对毛公山旅游甚至乐
东全域旅游将会起到推动作用。”覃超
表示。

巍巍毛公山下，绿树成荫。12月26日至27
日，来自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官代表、民族
自治地方政府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相聚
乐东黎族自治县，共话“民族发展、乡村振兴、同
奔小康”。

在此期间，与会嘉宾沿着314省道参观，考
察沿线具有浓郁黎族文化特色的大安镇剪纸基
地、导孔村黄花梨扶贫产业基地、红内村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黎锦传承基地、毛公山生态博览园
和海胶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观看志仲镇首村徒
手抓鱼表演。

虽然参观的点不多，考察的时间并不长，但
展现在与会嘉宾面前的是，一幅幅真实的黎族同
胞生活场景画卷，这是乐东绿色发展、环境治
理、文化传承的一个个生动缩影。

刻刀下的黎族故事

26日下午3时许，少数民族代表考察团一行
来到大安镇大安中学，这个宁静的校园里坐落着
大安黎族剪纸艺术馆。还未进到艺术馆门口，操
场两幅巨型剪纸作品首先映入眼帘。走近细看，
剪纸上不仅有飞机、游艇、汽车、豪宅、森林、高
山、大海、良田，更分布着上千个人物，描绘出数
十个不同场景。

“这幅作品叫《美好新乐东》，长27.65米，高
1.93米，总面积超过50平方米。这是我们献给
乐东的生日礼物。”剪纸《美好新乐东》的主创
者、大安剪纸技艺省级传承人林文生说。

走入剪纸作品展示室，墙壁上挂着许多学生
的剪纸作品。这些作品中，有黎家茅屋、婚庆喜
宴的动人场景，有采种山兰、插秧收蕉的劳动喜
悦，还有男女欢歌、共庆节日的民俗画面……

在剪纸创作室中，十多名初中生正手握铅笔
作画或是拿着刻刀剪纸。为了鼓励传承大安黎
族剪纸技艺，乐东在设立黎族剪纸课的基础上，
从2005年开始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大安剪纸
的创作传承；专门设立大安剪纸比赛，进一步提
高大安剪纸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这项古老技
艺的魅力。2017年6月，“大安剪纸技艺”入选
海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扩展名录。

徒手抓鱼展现黎家风情

从大安中学驱车向东南方向行驶10多分
钟，只见左侧忽然开阔起来，一潭碧水映照出蓝
天白云，下了车，便来到了志仲镇首村，而边上
正是十三公里水库。

嘉宾们欣赏着绿水青山的美景，远处水面上
传来一阵嘹亮悦耳的歌声。10多位黎族阿哥阿
妹乘着竹排向嘉宾靠近，待到近处，随着竹排上
的人挥舞竹竿拍向水面，水中的阿哥便潜入水
中，不多时，阿哥从水中冒出，手中已多了一条
蹦跳着的鱼。

“徒手抓鱼技艺是黎族先人千百年传承下来
的独特捕鱼习俗，源于刀耕火种时期。”首村村支
书刘振颖介绍，在捕鱼工具缺乏的条件下，黎族先
人常常乘筏围水，以竹竿搅水，使鱼儿惊吓而潜入
泥中。而鱼儿一入泥中便会产生大量的气泡。捕
鱼者便顺着气泡浮冒处入水，空手抓鱼。

据了解，每年居住在河边的村民都会挑选
黄道吉日，举办徒手抓鱼比赛，十里八乡的黎
族男女老幼都来观看。往往早抓到大鱼好鱼
的小伙子备受姑娘青睐，有的还因此结缘成为
恋人，故此，徒手抓鱼也成为青年男女们喜爱
的活动。

告别首村，下一站来到志仲镇导孔村黄花梨
扶贫产业基地。村中，房前屋后种上了黄花梨
树。将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文明村创建相结合，
导孔村还发展槟榔产业，全村共种植槟榔1.5万
株，2017年人均纯收入7500元。

百人同织黎锦展现技艺传承

红内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传承基地位
于志仲镇东南部，嘉宾们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场
面所吸引——黎锦传承基地内外的空地上，坐着
众多黎锦手艺人，她们身着民族服饰，手中织机忙
不停。她们中年纪大的已是满头银发，年纪小的
却不过八九岁模样。

“我在学校里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来学习织
黎锦。经过一年的学习我现在已经可以织完整的
一幅作品了。”在志仲中学上初一的学生刘姮得意
地展示手中的半成品。

在毛公山生态博览园中，神奇的山形与叠翠
的险峰让嘉宾们不由得称奇，而在园中的少数民
族文化博览馆内，各具特色的展品，尤其是体现出
海南移民文化与黎族、苗族文化的展品让代表们
赞不绝口。

海南农垦保国田园综合体项目位于乐东志仲
镇保国片区，紧邻三亚市育才生态区，是省级重点
建设的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代表们在这里品尝
了热带水果和富有黎族特色的糯米酒。

“想不到乐东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得
如此之好！”参观考察过后，人民日报国际部、农
村部原主任吴长生不由得称赞，“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村庄的发展在乐东得到有机
统一。”

走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保护与传承的路上
——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村庄旅游
发展论坛侧记

暖风习习，瓜果飘香。冬至过后，祖国大陆已经进入数九寒天，琼岛还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2月27日，第二
届中国少数民族村庄旅游发展论坛暨首届乐东毛公山旅游文化节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圆满闭幕。

两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村官代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代表、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相聚乐东，围绕
着“民族发展、乡村振兴、同奔小康”的主题，讲经验、论发展。此次论坛既全面展示了乐东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
为下一步乐东少数民族村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智力支持。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乐东抢抓机遇，以“多规合一”改革为引领，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着力实施11个镇墟的城镇化、旅游化改造；加快发展热带高效农业，打造热带特色农业品牌；依托黎、苗民族文
化和美丽渔村等特色资源，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路上，乐东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

精心谋划 用心安排
向全国少数民族同胞
展示大美乐东

“党的十八大以前，南街村的年
销售收入16个亿，2016年达到21个
亿，2017年同比又有所增长。”河南
省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党委副书记
段林川在作名村经验交流时介绍说，
南街村与众不同的发展路线是大力
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集体经济，曾长期是乐东乡村建
设的一个薄弱环节。“目前乐东仍有
10多个几乎没有任何村集体收入的

‘空壳村’。”乐东县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乐东利国镇望楼港社区曾是
一个集体经济“空壳村”，集体经济
收入匮乏。今年12月6日，利国镇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现场观摩会暨
望楼港烘干厂（育苗场）投产仪式
在望楼港社区举行。可储存3万斤
水产品的冷冻储存室、16口育苗养
殖高位池……一个初具规模的村

办企业在该社区建成投产。
今年以来，乐东以党建工作为

抓手着力解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的问题，采取“县领导包点督导、
驻村组长包村跟踪、联系点单位
倾斜资源、村党组织具体抓落实”
的模式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着
力解决土地“三过”问题（出租面
积过大、租金过低、租期过长）；安
排 500 万专项资金扶持优质村集

体经济项目。
“去年全县188个村（社区）集

体经济总收入713万元，预计今年
村（社区）集体经济总收入将接近
1000 万元，增长率约 40%。”乐东
黎族自治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利国
镇望楼港社区创办实体企业，让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资本变
财富”，将为该县村集体经济发展
起到示范作用。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打造有颜值更有产值的美丽乡村
如何让村庄充满活力？如何使

村庄能够吸引游客？这些问题在论
坛上被反复提及。打造有颜值更有
产值的美丽乡村，是乐东探索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

在论坛举办地的不远处，草木
茂盛的毛公山下，有一个黎族山
村——志仲镇塔丰村。美丽乡村
建设两年多来，塔丰村的基础设

施得到了很大提升，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产业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经济支
撑，没有“造血”功能的美丽乡村无
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塔丰村正
围绕特色产业、休闲旅游两个重点，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特色产业
方面，已建成小型黄牛养殖基地、五
脚猪养殖基地、蜜蜂养殖项目等，部

分项目初见成效。休闲旅游方面，
依托紧邻毛公山的区位优势，配套
建设民宿、休闲娱乐设施，发展乡村
旅游。

在论坛上，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
秘书长杨秋生谈及对乐东村庄建设
的印象时说道：“乐东既能把握现有
的资源，也擅长于‘无中生有’，能把
很多村庄原来没有、但有利于村庄发

展的东西因地制宜引入到村庄中，增
强了村庄活力。”

“此次论坛既对外宣传了乐东的
发展新形象，也有利于乐东学习其他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建设优秀经验。”
乐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广军表
示，乐东将吸取与会专家、学者、村官
代表们提供的有益经验与建议，着力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本版策划/易建阳 本版撰文/君琼 易建阳 图片由活动主办方提供）

参会嘉宾在毛公山生态博览园合影。

乐东志仲镇导孔村环境宜人。红内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传承基地内，黎锦手艺人在织锦。

与会嘉宾观看大安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