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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故事

澄迈聚焦·乡村振兴

青石板巷道、火山岩古民居、良
好的生态环境、特色美食……走进罗
驿村，来自上海的大学生林玉琼一下
子就被这个古朴宁静的村庄吸引
了。连日来，她与大家一道深入村民
家中，试图用创意为这个村子的发展
带来些许变化。

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是典型的
中国传统人文古村落，村子面积不
大，但生态良好，村舍林田错落有致，

村前湖泊环绕，火山岩砌成的石屋鳞
次栉比，36条石板砌成的村道交叉相
通，史上多位能人入仕不忘惠泽乡
里。大文豪苏东坡被贬入琼时，曾住
宿该村驿站，并为当地官员和学生授
课。2014年，罗驿村被评为第四届
全国文明村，并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农业部公布的2017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推介名单中，罗驿村榜上有
名，被评为“历史古村”。

根据不同的侧重点，参与此次国
际创新嘉年华活动的专家和学子共
分成10个国际工作营，分别围绕琼
北火山岩古村落的人文历史、特色建
筑、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农副特产等
主题进行调研和设计，他们用手绘、
拍照等方式进行了图像采集，并试图
挖掘文化创意元素，力求为澄迈县带
来城乡发展创意策划方面的新理念、
新技术和新范式。

“短短几天，我们已经设计出一
组包括当地特色糍粑、萝卜干在内的
套餐，一张桌子、一个特色菜，就可彰
显罗驿。希望用我们的专业，改变村
民的收入结构。”林玉琼说。

“看这些年轻人真厉害！随手一
画，村道、房屋都有模有样的。”村民
老李说，这些天来，看着大家顶着烈
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十分感动，相信
这股力量会给古村带来新的变化。

澄迈罗驿国际创新嘉年华上，国内外专家围绕乡村发展开展调研策划

凝聚智慧创意 促进古村振兴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对于陈昌仍来说，做农民就应该
勤勤恳恳地干活，即便年收入近百万
元，他仍然觉得自己还要努力。凭着
这股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精神，如
今的他，住在澄迈县仁兴镇四联村，
已拥有年出栏量约1000头生猪的养
猪场，年产量20余吨的酒坊，15亩鱼
塘，30亩菠萝蜜果园，数千株益智、槟
榔、沉香、花梨等资产，成为当地远近
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眼中，
陈昌仍不仅是致富能手，而且积极
带动其他村民共同发展，是助推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敢闯敢干
几十万元存款拿来创业

今年49岁的陈昌仍，皮肤黝黑，
但是笑声爽朗。“当农民辛苦啊，不
好好干活还能靠谁？”初次见面，当
海南日报记者感慨他的产业之多
时，他这样笑着回应。

陈昌仍敢闯敢干，有家族的传
承因素。陈昌仍小时候，他的爷爷
就是养猪能手，他从小在爷爷身边
长大，对养猪等农活非常熟悉。初
中毕业后，他外出打工，选择在广东
东莞跟人合作养猪，顺带也学起了
酿酒。

“那时养猪亏了，但是酿酒的技
艺学了不少。”陈昌仍说，在外打工

的日子，他时常在想，要把技术学到
家，然后回乡创业，相信只要敢闯敢
干就总有一天会成功。

2010年，陈昌仍决定返乡了，他
带着辛苦积攒的几十万元存款，回
村里开挖鱼塘、办起了养猪场，后来
又办起了现代化的酿酒作坊。

可是，几十万元对一个普通的
农民来说毕竟不是小数目，全部拿
出来创业亏了怎么办？妻子孙根英
质疑过、反对过。“后来看他那么坚
持，并且拼命努力干活，我们只好支
持他。”孙根英说。

积极进取
大胆转型投身新产业

走进陈昌仍的酿酒作坊，浓郁
的酒香扑鼻而来。一套现代化的蒸
馏设备热气腾腾正在工作。

“看起来复杂的产业，其实都是
围绕养猪建立起的相关产业链条。
你看，酿酒的酒糟可以喂猪，节省
饲料；猪的粪便、尿液流入沼气池，
产生的沼气用来烧火蒸馏酒；还有
一些发酵物可以养鱼和做槟榔、花
梨、菠萝蜜树的有机肥，变废为
宝。”陈昌仍一边领着海南日报记
者参观，一边讲解道。

近年来，由于养猪业面临产能
过剩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陈昌仍已
经逐步将产业重心向酿酒业转移。
去年，他再投入20余万元，新建了酿
酒大棚，增添了标准化、现代化的蒸
馏设备等，结合当地传统酿酒方法
与现代酿酒技术，研发出了5个酒品
系列，包括米酒、红枣酒、牛大力酒、
地瓜酒和广粟酒，年产量24吨左右，

纯利润10多万元。
与此同时，他用猪粪便晒干、再

腐化生虫后喂鱼，效益也特别好，年
收入8万余元。

不忘乡邻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最让村民感动的是，陈昌仍发
家致富后，一直不忘村里乡邻，他免
费传授技术给村民，教大家一起养
猪，并带头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
带动一批村民共同致富；他还免费
提供沼液、沼气给村民使用，得到全
村人的赞扬。

酿酒作坊建成后，他优先雇用
本地村民，为村里提供了5个就业
岗位。

今年初，乡村振兴工作队进村，

了解到陈昌仍的事迹后，纷纷主动
对外宣传，因此也引来了一波同行
和经销商的关注。

“有酒厂过来考察，知道他的酒
品质好，就想注资合作，但是他拒绝
了。他说想先摸索做好基础，再打出
澄迈自己的酒品牌，一步一步做得更
好。”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队员吴坤
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经常在村
里巡视，看到陈昌仍都是选用优质的
大米、红枣、益智果等原料精心酿酒，
他家的酿酒作坊卫生条件一直不错，
酒的品质、口感都很好。

为消费者的健康考虑，陈昌仍
的酒坊还专门引进了提纯设备，对
每一瓶销往市场的酒进行过滤去甲
醇。“要凭良心做人做事，不能急功
近利赚黑心钱。”他说。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

澄迈四联村致富能手陈昌仍——

勇闯创业新路 致富不忘乡邻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于亚楠

现今，咖啡厅遍布大街小巷，但
高速路上的咖啡驿站却别具一格。
位于西线高速公路福山出口处的海
南侯臣咖啡文化村，占地近百亩，是
集“咖啡文化+休闲观光农业+旅
游+山柚油体验馆”为一体的5椰级
乡村旅游点，在自有咖啡种植园基
础上，经多年提升改造，吸引不少游
客慕名而来。

走进侯臣咖啡文化村，浓郁的咖
啡香气扑面而来。蓝天白云下，树冠
似盖，绿草如茵，座座凉亭藏在百香
果架下，轻柔的音乐飘散空中。

据了解，起初，这里只作为咖啡
驿站供路人停歇休憩，后经不断扩
充，现已发展成集中餐酒楼、咖啡厅、
红酒烧烤廊、酒店客房、小型会议、特
色产品体验为一体的咖啡庄园。在
这里可赏植物、品咖啡，自制农家糕
点、咖啡酒、炸咖啡排骨等美味佳肴
独具特色，还可垂钓、观光、体验澄迈
独特的油茶文化。

“我们一家是自驾游，下高速就看
到这里，本想喝杯咖啡歇歇脚，意外发
现还有油茶观光林和山柚油体验馆，
小朋友很有兴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
效果。”游客黄女士高兴地说。

数据显示，2018 年侯臣咖啡文
化村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旅游收
入约 2000 万元。景点负责人表
示，未来将以咖啡文化为基础，结
合山柚油体验馆和休闲观光农业继
续开发澄迈特产，弘扬农耕文化，
努力打造成环岛高速公路上的高端
旅游项目，为广大游客提供更高品
质的服务。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

澄迈一外逃嫌犯
被抓捕归案
系我省新起底外逃人员中追回的第二人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肖虹）海南日报记者4月18日从澄迈县纪委监委
获悉，日前，澄迈县将涉嫌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蔡笃
群抓捕归案。蔡笃群是自2017年澄迈县追逃办
成立以来追回的第三名外逃人员，也是我省新起
底历年外逃人员中追回的第二人。

蔡笃群，女，现年46岁，澄迈县就业局原职
工。因涉嫌诈骗罪，于2018年9月29日被澄迈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案发后潜逃至今。

在省委追逃办的指导和支持下，澄迈县追逃
办把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加强统筹协调，周密部署，不懈努力，落实党
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要求。“不管腐败分
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实现追回
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澄迈县追逃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举办脱贫攻坚业务培训班

让干部掌握
精准扶贫方式方法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叶上荣）为促进精准扶贫，并切实做好迎接省
2019年“六比”专项行动大比武工作，进一步加强
对扶贫干部的培训教育力度，澄迈县2019年脱贫
攻坚政策业务培训班日前在老城开班。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培训班
旨在通过学习中央、省、县精准扶贫相关政策文件
和业务知识，进一步提高澄迈县“关键少数”扶贫干
部的理论政策水平，掌握精准扶贫、提升脱贫质量的
方式方法，提升扶贫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更好地
把握脱贫攻坚工作的思路、措施，提升对贫困户的
帮扶效果，确保全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培训为期4天，采取课堂讲授、经验交流、闭
卷考试等方式进行。澄迈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
室成员、脱贫攻坚督察组成员、各镇分管扶贫领导
和扶贫专干、乡村振兴工作队镇级队长、贫困村驻
村第一书记等相关人员总共约100人参加培训。

澄迈一司机
无证驾驶报废车被行拘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胜楠）4月18日上午，澄迈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县城中队民警在巡逻过程中拦截到一辆从澄
迈大丰往金江方向行驶、琼A牌照的银色轻型厢
式报废货车。驾驶人许某才因驾驶报废车辆被处
以2000元的罚款、扣12分；后经核查，许某才驾
驶证已于2015年注销，属无证驾驶，被处以行政
拘留15天、罚款1500元。

警方提醒：车主驾驶报废车辆过程中，因报废
车辆的部件老化或损坏，导致车辆不能灵活操作，
从而使车主在应对紧急事件时不能有效地做出反
应，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车辆已达报废标准的，应及时到所在地的公安机
关交警部门办理车辆报废手续。

澄迈检察院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活动

增强学生
毒品识别力抵抗力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梅艺馨）日前，澄迈县检察院联合共青团澄迈县委
来到澄迈县金江中心学校，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邀请了海南三度社会服务中心、国家注
册二级心理咨询师贾晖为学生们讲授禁毒知识及
未成年人安全知识。贾晖结合发生在校园内以及
与未成年学生相关的真实案例，对毒品的来源、种
类、吸食危害、吸毒人员的特点及防范常识作了介
绍，现场气氛活跃，互动频频。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发放了禁毒法律知识手
册、未成年人安全知识手册300余份，让学生们深
刻认识到远离毒品的重要意义，增强学生们对毒
品诱惑的识别力、抵抗力。澄迈县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普及相关法律知
识，有利于提高师生对禁毒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澄迈启动爱国卫生月活动

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于亚楠）今年4月是全国第31个爱国卫生月。日
前，澄迈县第31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澄
迈车站举行。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共推厕所革命 共促卫生
健康”。活动现场，澄迈县爱卫办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发放乡村卫生健康等宣传手册，并在车站内进
行厕所清洁。

据悉，活动期间，澄迈县将以关注卫生厕所日
常管护、宣传卫生防病等为主要内容，结合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全域卫生（健康）创建、病媒生物防制
等，开展通俗易懂、针对性强和特色鲜明的宣传工
作，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大力支持和积极参
与爱国卫生运动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
将以爱国卫生月活动为契机推进“厕所革命”，将
其作为落实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重要抓手，引导群
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4月17日，陈昌仍夫妇在自家酿酒大棚查看红枣酒的发酵情况。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通讯员 于亚楠

特色火山石除了盖房子还能
做什么？白莲鹅美食能否变成小
零食推向市场？传统古民居融入
智能光锁等高科技后是什么样的
体验？芬兰先进的基础教育理念
能否在乡村移植？……

4月13日至16日，澄迈罗驿
国际创新嘉年华成功举办，百余
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大学学子
深入罗驿古村进行调研、策划和
交流。他们打破地域和国别的界
限，与村民一道探寻罗驿古村的
保护与振兴之路，试图将长江三
角洲地区传统古镇古村再造重生
的经验，发达国家城乡平衡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的经验，因地制宜
地应用于罗驿村的“新生再造”。

澄迈侯臣咖啡文化村：

深挖特色拓业态
游客纷纷慕名来

“万年火山沧桑海，千载古村继前
贤。”为期4天的嘉年华活动于16日圆
满收官。在活动最后一天，罗驿村国
际创新嘉年华阶段性成果汇报会在海
南生态软件园举行，工作营10个小组
纷纷展示他们的创新成果——

照片与视频组展示他们在村里
拍摄的素材，一张张村民质朴的笑脸
展现荧幕，一帧帧诗情画意的镜头彰
显罗驿之美，共同构成生动鲜活的

“罗驿故事”；
品牌设计组充分挖掘当地特色，

提出把白莲鹅变成小零食推向市场
的想法；

智慧地图、智能光锁等小组一同
研究，引入有关企业的光交互技术，
试图改变罗驿现有住宿环境，打造民

宿聚落；
芬兰和中国乡村小学教育互动

组提出改变定式教育模式，将芬兰
领先全球的基础教育理念留给罗
驿……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组将完成的
设计图纸铺了一地，海南大学土木建
筑工程学院、旅游学院学生规划的

“罗驿会客厅”“共享农庄设计”“驿
居”等作品引来围观。

澄迈县委副书记、县长司迺超表
示，“嘉年华”活动形成一批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的创新成果，澄迈将充分吸
收利用活动成果，让它们在罗驿古村
落地生根，为澄迈乡村发展注入创新
动力，为海南乡村振兴提供生动范
例。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

10个国际工作营进村调研

中外交流引发思想碰撞

一边是进村调研和与村民交流的
工作营，一边是多个主题的学术交流会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国内外嘉宾与
参会人员互动交流，中外思想、文化不
断碰撞、融合，不断闪现智慧的火花。

在以“智慧城乡”为主题的学术
交流会上，来自上海同济大学设计创
意学院的教授苏运升、芬兰阿尔托大
学的教授皮亚·克里斯汀娜、芬兰赫
尔辛基大学的教授玛丽和劳拉·瓦图
瓦拉等专家分别围绕“乡村振兴”等
话题作主旨演讲。

“与做城市规划自上而下的方
式不同，未来乡村的规划应该是自
下而上的，就是要充分了解村庄的
自然禀赋和村民的不同诉求，以问
题为导向，尊重生活在村子里的住
户的愿望，这样才能激活乡村中人

的力量，从而让乡村持续、健康发
展。”来自阿尔托大学的城乡规划设
计专家安西说。

苏运升则谈道，罗驿村本身保护
得非常好，它是一个琼北地区火山岩
村落的典型代表，也是很重要的国内
乡村振兴案例，它可以有很多的切入
模式，比如旅游、文化、中外交流、城
乡互动等，这次组织的中外专家学生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调查研究，
给予罗驿村这个地方不同的可能性。

“中国有非常美丽的乡村，这里有
很棒的建筑，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我
们认为这在旅游业中有着独特的吸引
力，值得深入挖掘和创新利用。但是乡
村振兴并不是完全新造一个事物，我们
应该从存在的东西中发掘价值，在现有
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建设。”玛丽说。

初步成果展现发展新思路

③ 嘉年华活动设计和丝印组成
员手把手教村民制作丝印作品。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