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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走基层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月8日同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
索萨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葡友谊
源远流长。建交40年来，双方秉持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精
神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999年，双方妥善解决澳门问题，树
立了国与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的典范。2005年中葡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高层互
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互
利合作成果显著。不久前，我成功访

问贵国，同你进行深入友好交流，共
同规划了中葡关系发展新的蓝图。
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
点，推动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德索萨在贺电中表示，葡中建交
以来，双方始终和谐相处、求同存异，
互利共赢。双方通过平等协商，汇聚
共识，顺利实现澳门政权交接，为国
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葡萄牙对
两国长期和平交往倍感自豪，相信双
方将通过不懈努力、坚定决心和满腔

热情，推动两国长期稳固的友好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葡萄
牙总理科斯塔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
贺电中说，葡萄牙是中国在欧盟重要
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葡方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愿同葡方携手努力，
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葡
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向前发
展。科斯塔在贺电中说，葡方愿同中
方一道努力，不断深化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为两国人民谋福祉，为推动
当今时代全球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就中葡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互致贺电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

春风拂晓，年味正浓。2月7
日，澄迈县大丰镇才存村内灯笼
高悬，一阵阵咖啡香从才存共享
农庄飘出来，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才存共享农庄创始人徐
取俊返乡创业后，在村里度过的
第6个春节。这位毕业于北方工
业大学的返乡青年，今年又在村
里开起了咖啡馆和民宿，并于春
节正式对外营业。“我算了一笔
账，大年三十到现在，农庄一共接
待了2000多名游客，日均收入接
近2万元。同时，我们还每天请
10余名村民来打工，让大家在家
门口挣上钱、过好年。”

村子的另一头，才存蘑菇厂
厂长徐取尉向海南日报记者“晒”
出自己的年货——100多斤秀珍
菇。2017年，毕业于大理大学的
他辞职回乡办厂，如今每月可产
秀珍菇4500斤。“春节前，秀珍菇
价格上涨，每斤能售七八元，这更

坚定了我创业的信心和决心。”徐
取尉说。

此外，才存村还有10余名返
乡大学生创业兴业，涉及沉香等
多个产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过去的
才存村较为闭塞，村民们大多外出
务工，环境杂乱差、缺少产业和人
才等问题一直限制着村子的发展。

“作为一名外出读书的大学
生，回村发展需要勇气，有时候也
需要说服家人才能获得支持。”才
存咖啡馆负责人曾英栓大学毕业
后曾在湖南、广东等地打拼。在
他看来，相较于在大城市打工，返
乡投身乡村发展，看见家乡在自
己的付出下发生一点一滴的改
变，让人更有成就感、更有干劲，

“这也是越来越多人回来建设家
乡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才存村已是另外一番
景象：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卫生整
洁有序，回村就业兴业者越来越
多。在该村大学生和当地政府的
努力下，才存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今年春节，传统“渔乐节”的

筹备被重新提上日程。才存村民
小组组长徐取明介绍，才存村自
古便有过“渔乐节”的传统，即到
农历正月十四、十五时，村民们都

要集体到鱼塘捕鱼，以表达年年
有余的美好寓意。

徐取俊兴致勃勃地计划着，
买4门大鼓，在村民、游客下塘捕
鱼时击鼓造势，并对捕上的鱼儿
进行评比，选出“鱼王”。“传统节

日能够凝聚人心，让人们重拾传
统记忆，同时这种节日也能够作
为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名
片，吸引更多人到才存村来。”徐
取俊说。

（本报金江2月8日电）

未来7天
本岛大部地区天气较好
各地气温将稍有下降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我捐一头猪”“我出10只鹅”
“我承包所有青菜”“我们家出工出
力给大家烹饪”……2月8日，在定
安县新竹镇次滩村文化室里，胡瑞
广、胡绍洲等几位村民正在筹办一
场邀请全村村民参加的宴席。

宴席名叫“次滩村共建美丽家
园宴”，是村里在过年时的特别保
留节目，从2014年起持续至今。
村民以出资、出物或出力等不同方
式，共同准备宴席。宴席上，大伙
互诉家常，细数过去一年村庄变
化，并为今年村庄建设定下目标。

在次滩村民小组组长胡瑞广
看来，这样的热闹场面在过去想
都不敢想。

“过去，村子由于毗邻新竹
镇，大部分人外出经商，很多人甚
至把家迁到镇上。村子里空空荡
荡，没有生机。”胡瑞广回忆，2013
年以前，村中常住人口仅剩百余
名老人、孩子，村里处处荒草丛
生，许多房子因常年无人居住，无
人修缮，破败不堪。

改变发生于2013年。
在外创业多年的胡绍洲回到

次滩村，痛心于乡村的没落与荒

芜。“村中老人还算熟识，年轻一
辈却相见不相识，春节回乡孩子
们见面互不搭理，曾经纯粹亲近
的乡邻关系愈发淡薄。”胡绍洲
说，再任由乡村荒废下去，家园将
在岁月中变成一片荒地；子孙也
将各自分散，乡情村缘不再，这让
他决心发动村民共建乡村，找回
过去纯粹的乡愁味。

当年，村里成立了村民建设
领导小组，胡绍洲担任组长，从引
进资金、制定规章、组织共建等多
方面着手，次滩村开启了从内到
外的改造。

经过一年多建设，在定安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次滩村拆
除大小破旧房屋和猪舍牛棚83间，
做了路面硬化，安装了路灯，建了次
滩公园，打造了明星生态林、绿化
村道和环村路，开辟了排球场和文
化戏台。2014年，定安县还拨款
40万元给次滩村建文化室。

“建设家园，振兴村庄，必须
靠大伙同心协力。”胡绍洲介绍，
改变的不只是村貌，更重要的是
转变了村民们对家乡的心态。建
设次滩村，从一部分人的坚持，成
为了全村人的心愿。

在建设过程中，村民们自发

建立“我爱次滩村”微信群，定期
开微信会议，畅所欲言。邻里乡
情逐渐升温，为了维持这股劲头，
2014年春节，胡绍洲等村民出资
办起了第一场春节联欢晚会，村
民在舞台上讲述在外拼搏的点滴
故事，让一颗颗漂泊的心紧紧地

聚拢在一起。2014年大年初三，
他又出资组织宴席，邀请大伙说
心里话，共商村庄发展。

从此，每年春节组织一次村
民春节联欢晚会和一场“共建美
丽家园宴”，成为次滩村的特殊
年俗。

到如今，“共建美丽家园宴”已
经不仅仅是村民的聚会，也渐渐吸
引越来越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自然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以及
游客前来，感受这份特殊的年味，
为次滩村的建设发言献策。

（本报定城2月8日电）

次滩村外出人员返乡齐心聚力振兴村庄

从冷清到热闹 留住那份乡愁

2月8日，次滩村的返乡大学生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潘蕾 摄

定安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一、二，加油！一、二，加
油！一、二，加油！”2月8日下午，
走进临高县东英镇头洋上村，加
油声、呐喊声，声声入耳。在村子
的文化广场上，一年一度的庆祝
春节拔河比赛正在进行。

缆绳的两端，是红蓝两队拔
河队员。队员既有头洋上村村
民、外嫁女，还有热情洋溢的
游客。两组队员齐心协力，

紧抓绳子发力，伯仲

难分。
赛场被村民、游客围得水泄

不通，随着比赛渐趋激烈，呐喊声
越来越高。红队一鼓作气，拿下
了比赛的胜利。

“没想到能在这里参加这么
有意思的活动，村民们很热情，今
天一大早就有村民告诉我们下午
有拔河比赛，邀请我们一家来参
加。”作为获胜队伍的一员，从吉
林来的游客苏景云虽气喘吁吁，
却止不住地夸赞道。

在文化广场的一侧，戏台子

搭了起来。20时，头洋上村的春
节联欢晚会开始了。歌曲、舞蹈、
小品，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精心
编排了20多个节目。舞台周围
的观众熙熙攘攘，掌声、欢笑声让
夜晚格外热闹。

“没想到以前靠天吃饭的小
渔村，今天吃上了旅游饭。”村干
部陈秋霖介绍，作为一个临海的
小渔村，过去村民过着靠海吃海
的日子，一遇到恶劣天气，村民就
断了收入，“好在村民齐心协力谋
求改变，从2006年左右开始，在

外出工作干部的帮助下，齐心建
设文明生态村。”

陈秋霖介绍，为了保障文明
生态村建设的推进，青年们成
立突击队，妇女们成立环卫队，
老年人也组织起促进会。头洋
上村的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
渔家乐和农家乐拔地而起，村
里的临海民宿建了起来。村民
群策群力各献其智，从传统的
渔民变成了打工人员，村里的
旅游步入正轨。

为了吸引和留住游客，今年

春节期间村民组织了丰富的文
体活动，从大年初一的排球赛，
到初二、初三的游园活动，再到
今天的拔河比赛、文艺晚会，一
直到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活动，头
洋上村每天都编排了各式各样
精彩纷呈的活动。观海、赶海、
吃海等旅游项目的开发，更是让
游客们在头洋上村体会到了临
高沿海渔村别样的年味。据统
计，从除夕到2月8日，头洋上村
已经接待了3000多游客。

（本报临城2月8日电）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林俊
汝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2月8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
解到，2月9日，全岛晴间多云；10～11日，受弱冷空气
影响，全岛多云，中部和东部局地有小阵雨，各路段交
通运输条件良好。

全省主要路段方面，预计2月9日～11日，各路段
交通运输条件良好。琼州海峡通航方面，预计2月9
日，琼州海峡多云，通航气象条件良好；10～11日，琼
州海峡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雾，风力5级，阵风6级，
通航气象条件一般。

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4～7天，预计受弱冷空气
影响，全岛多云为主，东北半部局地有小雨或雾；各地
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全岛大部地区27～31℃；最
低气温内陆地区17～20℃，沿海地区20～22℃。

才存村多位大学生返乡创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开春好时节 青年致富忙

小渔村变身旅游村，文体活动精彩纷呈

别样年味引游人

俯瞰澄迈县大丰镇才存共享农庄。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玩快闪、逛博物馆……

我省旅游市场人气旺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赵优）春节黄金周进
入第五天，海南各地阳光明媚、气候温暖，得益于丰富
多彩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我省广大市民和游客出
游热情不减，逛博物馆、玩快闪等受到游客热捧。

为丰富春节假日旅游项目，万宁在东山岭举办
2019年春节“快闪”文艺演出，随着一首首“大海，我的
故乡”“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不断响起，现场一片欢
乐。与此同时，许多游客选择走进博物馆等地，为假
日增添文化味儿。在琼海，免费对外开放的红色娘子
军纪念园和椰子寨战斗遗址等红色旅游景点吸引了
众多游客，许多游客一边参观一边给孩子讲述椰子寨
战斗的故事。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则推出“春节七
天不打烊，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春节系列社
教活动场场爆满，参与者热情高涨，社会反响良好。

全省旅游接待游客143.27万人次
接待过夜游客82.10万人次
一日游游客61.17万人次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78.76万人次
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9.43万人次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24.59万人次

其中

2月8日

海口、三亚两地免税店及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接待
游客9.01万人次，同比增长31.71%；销售额 10707万元，
同比增长24.3%

2月8日，海口市民游客中心，12345政府服务
热线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语音、网上工单、微信等受
理市民诉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坚守岗位

2月9日

全岛晴间多云
最高气温逐日升高
西北半部可升至31～34℃
其余地区28～31℃
最低气温 19～23℃

10～11日

全岛多云
中部和东部局地有小阵雨
最高气温小幅下降

本
版
制
图/

陈
海
冰

澄迈

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