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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五届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域旅游活动启动

圣女果红了，分分钟承包你的甜蜜

云上牛岭，圣果传
情。1月 19 日，2019
第五届陵水（光坡）圣
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
域旅游活动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
村如约启动。万亩圣
女果田洋中欢乐不断，
精彩纷呈。

促进农旅融合，推
动全域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从2015年起，
该县每年都举办陵水
（光坡）圣女果采摘季
暨乡村休闲游活动，延
长圣女果产业链，提升
附加值。今年圣女果
采摘季活动在旅游线
路、活动形式、品牌打
造、运营模式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升级，在为期
4个月的活动中，游客
将体验到丰富多彩的
旅游活动。

“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的小甜
甜，来自陵水光坡镇，红润饱满、色泽
鲜亮、形态均匀。”开幕式上，介绍陵
水圣女果的动画片引人驻足观看。
舞台不远处，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圣女
果卡通形象造型吸引市民和游客拍
照留念。

从歌舞表演到田洋骑行，从果品
品尝到果王评选，从产品展销到旅游
推介……开幕当天，多项活动精彩上

演，上千名岛内外游客欢聚陵水，共
赏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之乐。“整个骑
行体验非常好，田间道路平坦宽敞，
大片翠绿的田洋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心旷神怡。”骑行爱好者陶行说。

今年圣女果采摘季活动在继续举
办田园采摘、乡间骑行、美食大赛等丰
富活动的同时，还举办“爱上光坡”才
艺比拼大赛、乡村篮球赛、“我到乡下
走亲戚”等活动，让广大村民也能参与

其中，打造最贴近群众的采摘季。
开幕当天，产品展销区、美食街

热闹无比，光坡阉鸡、本号茶树菇、香
粉蕉等特色扶贫农产品吸引游客购
买。本届圣女果采摘季活动在视野
上放得更宽，不仅组织陵水其他乡镇
产品参展，还与河北省沧州市互动，
活动中推介沧州市相关旅游产品、农
业产品的同时，也在沧州市推介陵水
的产品。

打造全民性节庆活动A

笔记本、书签、帆布包、抱枕、T
恤……在圣女果采摘接待中心，以
圣女果为原型设计的旅游纪念品
琳琅满目。以“采摘让乡村旅游浪
漫起来”为出发点，进行品牌 IP 升
级是今年圣女果采摘季活动的一
大亮点，打造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就
属品牌IP升级其中一项。

“结合本届圣女果采摘季活动
特点，我们设计了专属标志及辅助
图形，强化采摘季品牌形象；设计

了系列圣女果吉祥物、工艺品，研
发丰富多彩的旅游纪念品，塑造统
一的视觉形象系统。”今年圣女果
采摘季活动策划单位海南拾贝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馨月介
绍。

除了整体视觉形象的打造、
设计系列旅游纪念品外，今年还
在景点、田洋中打造了实体艺术
装置，为当地旅游发展完善配套
设施，延伸产业链。在光坡镇大

艾园村一处田洋里，“陵水光坡
幸福号”火车停留在此，这是集
聚儿童教育、儿童游乐功能的民
宿项目。

此外，具研学教育功能的云上
自然研学艺术体验中心、具艺术观
光功能的大地艺术、具海誓山盟之
约的红角岭栈道、具旅游推广和接
待服务功能的接待中心等旅游服
务设施投入使用，更增加了可玩性
与趣味性，提升了吸引力。

文创产品强化品牌IPB

相比往年，本届圣女果采摘季
活动名称稍作改变，从“陵水（光
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
变成“陵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
光坡全域旅游”。该县以“光坡大
景区”为理念，把光坡镇的青山、蓝
海、田园资源整合起来，将分界洲
岛、红角岭、香水湾、凤凰农庄、武

山村等旅游点串联起来，依据不同
人群的需求，推出不同的旅游线
路，打造一个能饱览光坡美景的旅
游盛宴。

“从‘乡村休闲游’变为‘光坡
全域旅游’，让活动串起更多旅游
资源、拓展更多旅游业态。我们的
决心更为坚定、举措更为丰富，要

把全局资源整合盘活。”光坡镇党
委书记龙靖表示。

在拓宽旅游线路的同时，今年
还依据市场调研情况，着力突出亲
子游、教育研学游两大主题特色。
具体包括，打造绿苑苗圃研学基
地，提供育苗教育、加工体验等服
务内容；在大艾园村、凤凰农庄等

地开展儿童研学活动……
除上述结合艺术装置打造的观

赏体验点可供游客长期体验，及亲
子游、研学游产品等，本届采摘季
活动还将结合元宵节、妇女节等节
日，推出二月团圆月、三月甜蜜多、
四月学知忙等主题活动，吸引游客
参加。

“开幕式当天活动内容丰富，很
热闹，但往后对游客的吸引力不
足。”龙靖坦言，往年圣女果采摘季
活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活动可持续
性问题，今年则有望在这方面有所
提升。

据了解，以往旅游持续性不长的

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村民的参与度不
高。今年，在打造丰富的旅游观赏体
验点和旅游游玩线路的基础上，光坡
镇还将充分调动村民的参与度和积
极性，通过结合采摘季活动成立合作
社、引进专业团队等方式，让村民参
与到特产销售、农家乐、研学基地等

经营活动中，并对他们开展旅游接待
培训。

“我到乡下走亲戚”活动也将促
进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通过联结城
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引导城市居民到
光坡镇做客，为当地带来客源的同时
提升当地家庭接人待物能力。

未来，少年研学团也将是推动光
坡镇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这
主要得益于我们打造了一系列的研
学配套产品，例如丰富多彩的研学基
地、特色有趣的民宿等，孩子们在这
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放松身心。”张馨
月说。

在北纬 18 度生产出来的陵水
圣女果，形色俱佳，清甜甘美，是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受全国
市场青睐的农业品牌。

作为本届圣女果采摘季系列活
动之一，2018年 12月 22日，该县在
上海举办陵水圣女果推介会，“牵
手”盒马鲜生开启全国 16 个城市
100 多家门店销售，进一步提升陵

水圣女果名气，拓宽销售渠道。
以圣女果为主导产业的光坡休

闲农业小镇，全镇耕地2.6 万亩，每
年圣女果种植面积就达 2.5 万亩，
占全 县 圣 女果种 植 量 的 三 分 之
一。采摘季期间，该镇有 300 余家
圣女果收购点，约2000名内地客商
前来收购。圣女果规模化、产业
化、品牌化，助光坡镇众多农户走

上致富路，去年圣女果产业产值为
6.5亿元。

近年来，陵水在圣女果标准化
种植、高质量生产加工和品牌化营
销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不错的成
绩。该县通过组织农业专家对农
户进行种植技术培训、设立技术服
务站等，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
和采摘。

陵水副县长陈春梅表示，促进
三产融合，打造陵水（光坡）圣女果
采摘季活动，是陵水推进农旅融合
的一大举措。在海南推进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背景下，该县把促进农村农业
发展作为基础性工作，将通过农旅
融合实践，让更多农民脱贫致富，
促进乡村振兴。

各资源串联成“光坡大景区”

提升村民参与度 增强旅游持续性

三产融合深挖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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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果采摘季
玩转攻略

1.“陵水光坡幸福号”小火车：圣女
果特色主题民宿、自然创意研学营地、光
坡“网红”拍照点……无论作为哪种角
色，都能带来幸福的体验

2.大地艺术：用稻草扎成的特色造
型、用黎锦装饰的田园过道、用秋千点缀
的田间地头……在光坡的田洋里，邂逅
最接地气的艺术

3.云上自然研学艺术体验中心：900
平方米蔬菜大棚改造而成艺术空间，以
白云为顶，绿植为缀，在这里可以品尝美
食、体验手作、喂食动物……

4.圣果迷情：由近千株圣女果树围
绕形成900平方米的圣女果迷宫，在寻
找出口中体验未知的惊喜

5.山盟海誓：在红角岭与父母、朋
友、爱人和自己定下山盟之约，体验爱与
被爱的温暖

6.草间乐园：无动力装置的游乐园，
在圣女果“甜甜”的陪伴下，体验最简单、
最原始的田园游戏之乐

7.分界洲岛：最适宜潜水的胜地之
一，在蓝天白云大海的拥簇下，体验上天
入海的乐趣

8.香水湾：这里有银白洁净的沙滩，
蔚蓝清透的海水，在海浪声中让心灵回
归平静

9.富力湾：三面环山，独面看海，体
验山海诗酒花的惬意生活

1月 19日，在陵水光坡镇圣女
果广场，市民游客现场品尝陵水圣
女果及其加工产品。

本次圣女果采摘季打造的部分文创产品。
清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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