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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眼前是美丽的蓝色海湾，书桌
上有最香的兴隆咖啡，手里捧着最爱
的诗集。诗和远方，这一瞬间都在我
眼前。”2月10日，美丽的万宁石梅湾
人山人海，海滩上的凤凰九里书屋
内，来自深圳的游客郑虹在自己的朋
友圈这样写道。

初春的石梅湾，碧空如洗，景色
迷人。

“这里最吸引我的是浓郁的文化
气息。”郑虹是一名办公室白领，这次
利用春节假期与家人来海南旅游过
年，她说：“特别喜欢九里书屋，咸咸
的海风中飘着书香，瞬间就打动了
我。”

郑虹一家在万宁停留了3天，九
里书屋是她每天必去停留时间最长
的地方。这3天时间里，郑虹参加了
九里书屋组织的“一书一世界，好书
阅新年”好书推荐读书活动，参观了
万宁根雕艺术作品展。“每一天都很
精彩，如果不是假期将要结束，我还
想多待几天。”郑虹说。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石梅湾举
办了多场文体活动。九里书屋负责
人陈润崛介绍，2月5日至9日，九里
书屋围绕“吟诵与诗词创作”“从红楼
梦中·汝窑说起”“回望荒野——美国
文学掠影”3个主题组织举办了3期

守望者分享会，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书屋内的读书分享会精彩迷人，

书屋外的文体活动也很吸引人。今年
春节黄金周期间，2019华润石梅湾迎
新春沙滩跑、2019春节文化市集、中
国书画艺术馆“大汉雄风——汉画像

石体育图像展”、万宁根雕艺术作品
展、万宁黄金腊石作品展等精彩文体
活动在石梅湾陆续举办，为前来石梅
湾游玩的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2月5日至9日，书屋总销售收
入达8万元，其中图书销售收入2万

元。”陈润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短短
5天时间内，书屋接待了超过1.25万
名游客，游客接待量与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均超过50%。

诗和远方，总是很吸引人。今年
春节黄金周，九里书屋游客接待量与
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离不开石梅
湾人气的攀升。

“书屋和新开馆运营的中国书画
艺术馆、九里文化海湾古玉馆等形成
了集群效应，有力提升了石梅湾旅游
品牌的吸引力。”陈润崛认为，石梅湾
的生活文化娱乐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满足了游客的出行需求。据介绍，2
月5日至9日，石梅湾人流量超6万
人次，其中自驾游客量占80%。

据悉，2018年底以来，万宁着力
将石梅湾打造为文化海湾，通过在石
梅湾成立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
究中心（万宁）研究基地、中国国际书
画艺术研究会（万宁）创作推广基地、
国际艺术家联盟中国总部等4个基
地，丰富文化内涵，为游客打造体验

“诗和远方”的最佳去处。
（本报万城2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侯媛媛

2月9日下午，即将回海口上班
的陈军特地带着父母前往琼海市嘉
积镇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赏花。50
多岁的父母在陈军的引导下，摆出各
种pose（姿势）拍照，玩得不亦乐乎。

根据琼海建设“产业强、城乡美、
百姓富、社会和”的海南东部中心城市
的发展定位，2017年以来，嘉积镇政
府全力提高旅游产品供给质量，发展
全域旅游，通过对龙寿洋一带的传统
农田、自然村庄进行改造升级，把龙寿
洋万亩田野公园建设成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示范基地。今年春节黄金周期
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前往龙寿洋
万亩田野公园赏花踏青，以致嘉积镇
墟至龙寿洋路段几度出现堵车状况。

琼海的乡村景点早已连点成片，
北仍村、椰子寨村、南强村、沙美村
……即使在琼海逛上三五天，也不会
觉得乏味。

2月8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琼
海市塔洋镇七星伴月景区看到，椰林婆
娑，花红叶绿，村庄的静谧和湖泊美景

在这里交相辉映。不少游客带着家人
在风轻日暖中畅享迷人的田园风光。

来自吉林的吴林已不是第一次
来到七星伴月景区游玩。每年来海
南过冬，吴林都会带着家人和朋友来
这里休闲度假。“这一带景色很美，空
气清新。”吴林说。

景区的火热，也带动了农产品销
售。海南日报记者在七星伴月景区
采访时看到，很多农民将自家的农产
品摆在景区卖。

与七星伴月景区一样，十几公里
外的博鳌镇南强村也受到游客青
睐。南强花梨人家农家乐负责人莫

泽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农家乐正
月初二（2月6日）开始营业，当天就
迎来‘开门红’，接待游客近300人，
营业额近1万元，本地的野生虾、万
泉河的淡水鱼最受游客欢迎。”

此外，南强村秀丽的自然风光吸
引了不少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此驻

村创作。海南日报记者在南强村凤
凰公社采访时，碰到正在创作的青年
油画家伊慧，她正在写春联送给村
民、游客。“最近，我正在创作金猪题
材作品，来这里找灵感。”伊慧说。

近年来，琼海紧紧围绕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推进各项旅游工作，
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成为许多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
目的地。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琼海
乡村旅游呈现一派火热景象。

琼海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2月4日至7日，琼海共接待游客14
万余人次。其中，自驾游游客和自由
行旅客居多，各乡村旅游景点人气颇
旺。许多国内外游客到琼海乡村品
尝农家美食、采购绿色农副产品、体
验民宿、健身登山、休闲垂钓、踏青访
友，北仍村、沙美村、南强村、加脑村
等美丽乡村游人如织。

随着海南自贸区、自由港建设的
加快推进，琼海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将
陆续开工建设和建成营业。新的一
年，琼海将加快构建富有特色的旅游
产品体系，以农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乡
村振兴。 （本报嘉积2月10日电）

万宁凤凰九里书屋举办多场读书分享交流活动

“诗和远方”让游客流连忘返

琼海美丽乡村引游客纷至沓来

诗画田园留住浓浓乡愁

摄影镜头记录五指山生态移民搬迁带来的巨变

新春村的3张照片
■ 本报记者 贾磊

“咔嚓”，伴着一声清脆的快门
声，2月7日（正月初三），五指山市摄
影爱好者吕光强拍下了2019年第一
张照片。“我在五指山工作了10多
年，南圣镇新春村是五指山“十三五”
期间唯一的生态移民搬迁村庄，从村
民在老村的生活照到村民搬家照片，
再到这张照片，我用镜头记录村庄的
变迁。”吕光强说，翻看新春村的3张
照片，他从村民眼里看到了满满的获
得感与幸福感。

镜头一：阳光下的姐妹

2018年10月的一天，新春村的
小朋友盆蓓茜和好朋友卢朝爱肩并
肩搂在一起，站在土坯房外，午后的
阳光恰好打在她们的脸上。孩子天
真的笑容定格在那一瞬间，对于几公
里外正在建设的新家她们还没什么
概念。村庄搬迁后，盆蓓茜和卢朝爱
将被安排到南圣镇中心学校就读，得
知这一消息，她俩十分兴奋。

“去年在村民搬家2个月前，我
去村里拍照，想为村民们留下点什
么，心想也许一年后这里就是新修的
新春水库库区了。”吕光强说。

镜头二：最后一车家具

2018年 12月 27日，距离2019
年元旦还有4天，一部分新春村村民
正在搬家。一辆皮卡车满载着家具
准备驶离，一间民房斑驳的墙上悬挂
着一根绿藤。运完这一车家具，村中
最后一批搬离的村民正式告别新春

老村，在新春新村开启幸福的生活。
村民曾启进回忆说，2018年12

月27日，新春新村落成剪彩。村里
喜气洋洋，大家抓紧时间搬家，村口
不时传来阵阵鞭炮声。搬迁后的一
周内，不少村民家办了婚宴，村里每
天都有喜事。

镜头三：青山绿水新苗寨

2019年2月8日（正月初四），新
春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青山环抱

中，蓝白相间的新楼房整齐排列、错
落有致。

“在去年的扶贫工作中，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新春村的生态移民搬
迁工作，搬迁只是一方面，如何让村
民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
这才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南圣镇副
镇长周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新春
村47户贫困户2018年底全部实现
脱贫“摘帽”。2019年春节，是该村
96户380人离开老村在新村度过的
第一个春节，大家心里都十分高兴。

“脱贫户盆进海家如今也买得起
6000元的组合沙发，过去新春村教
学点的十几个学生如今转学至南圣
镇中心学校，今年春节我又去了村
里，村民们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表示，为了保
障搬迁户过渡期的基本生活，政府将
设立农民困难救济基金，解决村民的
实际困难。今年，该市还将谋划发展
特色乡村旅游产业，促进新春村村民
增收致富。

（本报五指山2月10日电）

③③① 2018年10月，新春老村一角，两位小朋友站在一间土坯房外。
② 2018年12月27日，部分村民从新春老村搬往新春新村，图为村民在用车运家具。
③ 2019年2月7日，新春新村面貌。 （本组图片由通讯员吕光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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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母瑞七队49户职工回迁新房

新年住新房
职工喜洋洋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李关平

2月9日清晨，正月初五，位于定安县的海
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母瑞七队，处处洋溢着
喜庆的节日氛围，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红灯笼，
有的还在院子门口摆放了年桔。

在队长胡斌的新家里，他的女儿正在给1
岁多的外甥喂饭。今年，远嫁武汉的女儿带上
丈夫和孩子回娘家过春节。回想起以前住在简
陋拥挤的老房内，胡斌不禁感叹：“生活变化真
是大！”

变化不仅发生在胡斌一家。如今，母瑞七
队49户职工都住上了灰白相间的琼北民居风
格楼房，每户住房面积153.68平方米。今年春
节是他们入住新房后过的第一个年。

一年前，海南农垦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找准乡村振兴之路，打造集红色旅游、培训
基地、美丽乡村功能于一体的红色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母瑞七队美丽乡村暨红色旅游建设项
目应运而生。去年10月，项目建成，今年春节
前，49户居民回迁入住新房。

搬进新房后，职工周敦意家来了许多亲
戚。“往年亲戚来串门都只是吃饭，没有条件留
他们住宿。今年春节，不少亲戚在家里住了一
晚，都说住得舒服。”周敦意高兴地说。

往年，周敦意一家5口挤在30多平方米
的平房里，全靠一块帘子隔开客厅和床。现
在，楼上两间房可作为民宿用房，楼下有客
厅、厨房、两间卧室，楼前还有一个庭院。记
者注意到，客厅的茶几上还安装了智能电茶
炉，其家中洗衣机、微波炉、冰箱、抽油烟机等
家电应有尽有。

正午12时，职工王养辉在家门口摆起长桌
宴，接待一队“驴友”。海南户外联盟俱乐部的
20多位“驴友”围着桌子坐成一圈，打边炉、喝
酒、听歌、聊天。王养辉拿出家里自榨的山柚油，
倒在客人碗里，给他们品尝家乡特色风味。

在实施美丽乡村暨红色旅游建设项目的过
程中，母瑞七队统一改造升级了基础设施。如
今，职工可以在健身区锻炼，私家车井然有序地
停在空旷处，路面干净整洁，每天有垃圾车来回
收垃圾。

人改造了环境，环境也改变了人，“里子”
“面子”都要美。“我们队里的职工心中充满了幸
福感，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热爱和向往。”胡斌
笑着说。 （本报定城2月10日电）

屯昌枫木苦瓜合作社：

田间管理靠科技
苦瓜品质有保证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特约记者 邓积钊

屯昌县枫木镇，曾因枫木鹿场、木色水库闻
名于海南。如今，枫木又打出了一张新名片
——枫木苦瓜。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枫木镇
走访发现，田间的苦瓜长势喜人。

位于枫木镇枫木洋的一个种植大棚内，
苦瓜密密麻麻地吊满枝头。“春节假期后苦
瓜将陆续上市，目前我6亩多地的苦瓜已经
被预订了。”屯昌枫木苦瓜合作社社员符永
刚说。

据悉，目前，枫木镇共种植苦瓜9000亩，
全年上市2.5万吨，年产值9000多万元。

枫木苦瓜的种植效益近年来一直保持稳
定，每年都有大批客商前来收购。是什么让枫
木苦瓜受到收购商的持久青睐？屯昌枫木苦
瓜合作社社长蔡昌辉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土
壤好、无公害、标准化。

“首先枫木的土壤就比其他地方的土质
好，种出来的苦瓜有先天优势。”蔡昌辉介绍，
枫木苦瓜要想上市，必须经过3道关卡：一是种
植过程中使用政府定点供应的农药，并建立田
头档案、农资档案、农资台账；二是生产全过程
开展田头农药残留检测，检测达标才允许采
摘；三是贴上可溯源的二维码标签才可以进入
市场销售。

据了解，枫木镇在全省率先将“冬季瓜菜
质量安全田头监管3G系统”应用到全镇所有
农业合作社，田头信息员把瓜菜种植、收获、运
销全过程的信息采集入库，农技部门据此发布
相应的技术指导信息。当农户发现农作物病
虫害时，可以通过系统第一时间将病虫害情况
文字描述和照片发给后方，由专家给出专业处
理方案。“3G系统的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枫木
苦瓜的质量监管水平，确保了枫木苦瓜的质
量。”枫木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屯城2月10日电）

2月9日，万宁市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举办的读书分享会吸引不少游客前去交流阅读体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9日，琼海市嘉积镇龙寿洋万亩田野田园，200亩花海绽放，不少游客前去赏花拍照。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2月9日，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母瑞
七队，特色民居整齐排列，私家车有序地停放在
车位内。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