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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创业故事
曾娟夫妇潜心研制生产出诺丽酵素汁——

小小诺丽果 化身新产业

大丰荔枝丰收

村民吴坤鑫返乡创业,助澄迈大丰村创建五椰级乡村旅游点

“古镇”新生 揽客又揽财

日前我省公布的椰级乡村旅游
景点评选名单上，澄迈县大丰镇大丰
村“福丰约亭古镇”入列五椰级乡村
旅游点。

大丰村，古代隶属于琼州府澄
迈县恭贵乡封平都，叫多封铺，因
地处交通要道，当时村庄密集，人
口众多，商贸物流繁盛，便成了市
集，所以又叫“封平多峰市”。“封平
约亭”是这里著名的人文古迹，建
成至今已近300年。

然而，能够获评五椰级乡村旅
游景点，并非仅仅由于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
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迷人的咖啡庄园，名曰“福丰咖啡
山庄”，吸引众多游客。

其发展旅游产业成功，与返乡
创业的吴坤鑫的努力分不开。

5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大丰
村“福丰约亭古镇”。一进来，一股浓
郁的咖啡香就扑面而来，眼前福丰咖
啡山庄的楼阁、连廊、咖啡厅环绕池
塘，错落有致，山庄主人吴坤鑫正在苗
圃里，弓着腰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我
就是个农民！”听说要采访，他抬起头

腼腆地笑了。
今年47岁的吴坤鑫皮肤黝黑，手掌

厚实，洗净尘土后的手背上能看见褐色
的伤疤，那是从小干农活留下的印记。

“小时候就在农村生活，对这片土
地有感情啊。”吴坤鑫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初中毕业后他就回家帮着父亲种

地，割过橡胶，种过香蕉，最多的时候
承包了1000多亩地种香蕉，边干边学
积累务农的经验，后来还喜欢上了园
艺，种养各种花花草草是他的乐趣。

不过，那时的农村毕竟简陋，各方
面基础设施配套与城市有很大差距。
和许多向往进城的农民一样，吴坤鑫

也希望有一天过上城里舒适的生活。
于是，攒钱后他便在海口买了房，妻子
在海口上班，孩子也进了城区的学校
念书。

进了城，可是吴坤鑫依然惦记乡
村的生活。于是，频繁地往返海口和
澄迈成了他的日常。

进城农民故土情深

2013 年，吴坤鑫在家人的支持
下，在老家大丰村承包了70亩地，开
始谋划建设休闲咖啡农庄。经过近3
年的打造，2016年5月，福丰咖啡山
庄正式对外营业，一期建有咖啡厅、农
业观光采摘区、垂钓娱乐区、乡间绿
道、房车露营地等。

“农村要转型发展旅游，而乡村特
色的旅游业离开不农业，要先把农业
踏踏实实做好了，再把旅游配套和服
务质量提升上去，才会有吸引力。”吴
坤鑫解释他的发展思路。

福丰咖啡山庄周边是成片的果园，
种植有咖啡、荔枝、菠萝蜜等。庄园好似

旅游服务驿站，在游客观光游览体验后
提供一处休息、放松、享受美食的场所。

当然，来到福丰，一定要品尝一下
这里的咖啡。为做好咖啡品质，这里
的咖啡豆有机种植，并经过严格筛选，
烘焙加工过程也都十分讲究。“在我们
这里消费的回头客很多，品质好不好，

懂的人一喝就知道。”福丰咖啡山庄经
理王立兰说，她在加入福丰之前曾在
别家咖啡馆工作过，与品牌连锁咖啡
店相比，福丰咖啡虽然体量小，但是有
自己乡土文化的内涵，“每一杯都细工
慢活，力求最好的口感，就像这片庄园
一样，给人健康、自然、舒适的享受。”

返乡创业发展旅游

从海口出发，驱车沿环岛高速西
线行驶约40公里，至金马互通路口下
高速，往马村方向再行驶约1公里，便
到福丰咖啡山庄了。正在修葺的封平
约亭及琼北商道古街一片忙碌的施工
景象，一条条古朴的青石板路，一栋栋
火山石堆砌的老房子，依稀可见昔日
街市的繁华景象，仿佛能够带人一下

子穿越到古人的生活里。
“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突出，

产业基础良好，这些当然也是我选择
在这里创业的重要原因。”吴坤鑫说，
游客来到大丰后，除了品尝咖啡美食，
还可参观游览约亭、古街等人文古迹，
感受乡村田园风景，参加乡村特色民
俗和农业采摘等活动。

去年一年，福丰约亭古镇营业额
超过500万元，吸纳当地群众及贫困
户40余人就业。

为进一步提升完善旅游服务接待
水平，餐厅、客栈等配套设施在加快建
设中，预计今年国庆节前后可完工投
入运营。澄迈县政府有关部门还为景
区配套建设了2座旅游公厕，同时完

善了路标、指示牌等。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澄迈全县共有12家椰级乡村
旅游点，其中五椰级2家，包括大丰村

“福丰约亭古镇”和福山镇侯臣咖啡文
化村，此外还有四椰级、三椰级各4家，
二椰级2家。 （本报金江5月9日电）

游客纷至产业振兴

青年画家走进澄迈开展写生活动

用画笔展现
美丽乡村新面貌

本报金江5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仁圣）日前，以“福地新颜醉游人 美丽乡村入画
来”为主题的澄迈县2019年“五一”采风写生活动
在加乐镇效古村、金江镇塘北村、福山镇侯臣咖啡
文化村等地开展，来自各地的30余名青年画家和
美术爱好者深入到澄迈美丽乡村和椰级乡村旅游
点进行写生创作。

采风写生团通过参观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和旅
游扶贫产品展示，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实地感受到
澄迈美丽乡村发展的活力，希望借此契机以艺术
创作来宣传展现乡村之美。

此次活动由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金江镇政府、福山镇政府、加乐镇政府等联合主办，
澄迈县旅游协会、海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承办。

五星级美丽乡村强化党建引领

福山镇敦茶村
党群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金江5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为进一
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提高辐
射带动能力，澄迈县福山镇敦茶村日前揭牌成立
党群服务中心。

据了解，近年来，敦茶村党总支坚持“党建+
产业+美丽乡村”发展模式，以党建为引领，依托
地理区位优势，深入挖掘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法人代表
的澄迈福山芬茶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了山
茶树和果蔬种植及加工产业基地。2018年，敦茶
村党总支被澄迈县委评为七星级党组织。

福山镇敦茶村被评为海南省五星级美丽乡
村，并入选国家住建部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

危险！一初中生骑摩托
高速路逆行
澄迈交警及时拦截

本报金江5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张
斐）5月9日上午，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老城中队
路管员在环岛西线高速公路巡逻时发现，在三亚往
海口方向白莲互通处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从白莲出
口逆行上高速，路管员马上对车辆进行拦截。

经查，驾乘摩托车两人均为未成年人。驾驶
员田某恩，14岁，就读初一；乘车员陈某赐，13岁，
就读小学五年级。两人均为白沙黎族自治县人。
两人称当时准备前往海口找朋友，因手机放在家
中，中途无法联系到朋友准备返回白沙，由于路况
不熟，导致逆行闯上高速公路。

经了解，两人存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高
速公路逆向行驶，车辆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驾乘摩
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交警路管员对
摩托车进行暂扣处理，将两名学生送至交警大队
老城中队办公室，并与两名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

交警路管员随后向两人讲解其行为的危害性
和安全隐患，他们表示悔改并对警察表示感谢。
随后，交警路管员将两人送至辖区白莲派出所等
待家长接回。

诺丽果是海滨木巴戟（学名，一种
灌木）的果实，海南沿海有大量野生果
树生长。果实可吃，树干通直，树冠幽
雅，在东南亚常种于庭园。根、茎可提
取橙黄色染料。皮含袖木醒二酚、巴
戟醌等，印度尼西亚民间作药用。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宋祥达

5月上旬，在澄迈县桥头镇，走进
海南明通诺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明通公司”）厂区，一股诺丽果
发酵后的清香扑鼻而来。

今年1月，明通公司的诺丽酵素
汁投产，桥头镇多了一种特色产品。

“为了这一刻，我们一直在努力，试图
生产出品质最佳的诺丽果酵素汁来，
打响高效优质农特产品品牌！”公司负
责人曾娟感慨道。

意外发现诺丽果价值
桥头镇靠海，土地肥沃，阳光充

足，不仅盛产桥头地瓜，莲雾、荔枝、诺
丽果等瓜果资源也非常丰富。不过，
由于一般人不懂诺丽果营养价值及如
何食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
都是作为一种野生资源存在着。

“诺丽果属热带水果，在海南岛分
布很多，只是以往很少人注意到它
们。”曾娟说，她和丈夫陈少明今年都
52岁。10年前，为潜心研究了解和培

育诺丽果产业，他们辞去了在海口的
工作，回乡种起了诺丽果树。

为何对诺丽果如此感兴趣？曾娟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十几年前，她舅舅
的一位朋友从台湾到海南来，无意间
看到一株野生的诺丽果树繁茂地生长
于海岸边却无人问津。这位朋友赶紧
告诉他们说，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
果子，可以用来发酵饮用，并热心传授
了加工发酵的办法。

曾娟的父母是医务人员出身，听朋
友如此介绍，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
始种植诺丽果树，并手工制作诺丽果酵
素汁供全家人饮用。她发现，这种果子
有一定的保健功效，便决心好好研究了
解一下这种其貌不扬的小野果。

待时机成熟才投放市场
曾娟的女儿陈佳曾就读于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学习药物制剂专业。她
了解到，该校一位教授翻阅国内外文
献资料发现，诺丽果有许多对人体有
益的元素。这位教授后来在国内外发
表了有关诺丽果研究的学术论文。

经专家检测，桥头富硒土地不仅适
合诺丽果树生长，而且出产的诺丽果品
质优秀。为此，曾娟夫妇自己试验种植
诺丽果树并研制诺丽果酵素汁，成功后
又发动周边的百姓一起来种。

近10年来，诺丽果酵素的功效已
经逐渐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各
地生产厂家纷纷出现。但是为了继续
改良品质和口感，曾娟夫妇并没有急
着让产品上市，而是等到专家团队将
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
发表，得到业内外肯定，他们才觉得时
机已经成熟。

去年开始，曾娟夫妇先后投入近
500万元资金，定制了一套现代化的
生产线设备；为此，他们花了差不多3
个月的时间，奔走于北京、上海、山东、
浙江等地考察。“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工
艺是绿色、安全、健康的，同时也是技
术最先进的。”陈少明说。

期待让更多百姓受益
绿油油的果园里，大小不一的果

子挂满枝头，桥头镇贫困户王国军熟

练地在其中挑拣成熟的果子采摘。他
是曾娟夫妇发动的种植户之一，2016
年种下第一批果苗，第二年便有了收
益。

“一亩地大概种80株，每株年产
量约50斤，按一斤一块钱计算，一亩
地收益将近4000块钱。”王国军说，种
苗由明通公司免费提供，种出的果子
也按协议价格交由公司回收。

“原材料短缺是我们现在面临的
最大问题。”陈少明说，虽然目前他们
在桥头镇已经发展种植近百亩的诺丽
果树，但是从他们刚刚上线的生产设
备容量来看，这些果树远远不够。

“今年1月投产以来，市场反馈
非常好。”曾娟说，接下来计划申请专
利，确保桥头诺丽酵素汁的品质，并
发动更多群众特别是贫困户一起种
植诺丽果树，共同发展这一产业，带
动更多村民致富。“希望将来人们提起
世界长寿之乡——海南澄迈，想到的
不仅有桥头地瓜，还有桥头诺丽果。”
曾娟笑着说。

（本报金江5月9日电）

澄迈监委向乡镇派出监察室

监察覆盖基层
“最后一公里”

本报金江5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肖虹）日前，澄迈县委办公室印发《澄迈县监察委
员会向所辖乡镇派出监察室实施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工作方案》），在严格落实省委有关工作部署
的基础上，细化提出“时间表”和“任务书”，配套制
定监察职责及权限清单，加强对基层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制约，不断推动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工作方案》聚焦基层监察机构设置和人员配
置，明确县监委向乡镇派出监察室与镇纪委合署
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构名称”，在县
监委和镇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派出镇监察室
后，镇原监察室不再保留。

根据县监委的授权，镇监察室履行对公职人员
开展廉政教育、对涉嫌职务违法案件进行调查、参与
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对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
职责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提出问责意见等职责。

“通过向乡镇派出监察室，划出履职‘跑道’，
过去处于监督盲区的人员将被‘管’起来，有利于
打通监察全覆盖在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澄迈县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澄迈路管员及时救助
一受伤孕妇

本报金江5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雁 张胜楠）5月6日下午，澄迈两名路管员在日
常巡逻时及时救助一名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孕
妇，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当日，澄迈县公安局特警大队两名路管员在
县车站附近巡逻，接到群众反映称：在金龙巷里有
孕妇受伤了。路管员迅速赶到现场后，发现孕妇
腿部受伤、腹部反应强烈、表情痛苦。

为避免错过最佳救治时间，路管员当即将受
伤孕妇妥善安置到警车内，并以最快速度将其护
送至县人民医院。经医生救治，该孕妇和胎儿已
无大碍，母子平安。

五椰级
福丰约亭古镇（大丰村）

侯臣咖啡文化村（侯臣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四椰级
辉隆休闲庄园（大拉村）

罗驿村
得一农耕社（红光农场21连）

红坎岭陶艺园（昌堂村）

三椰级
向阳村
美榔村

金源花园（大拉村）
昌堂桥头地瓜休闲村（昌堂村）

二椰级
智达休闲山庄（西达居）

白莲和谐休闲农庄（白莲区）

澄迈12家椰级乡村旅游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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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镇贫困户王国军在养护诺丽
果树。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又到一年荔枝飘香的季节，位于澄迈县大丰镇的荔枝产业园近日喜获丰收。
据悉，今年已是大丰妃子笑荔枝种植的第27个年头了。一直以来，大丰妃子笑荔枝因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等特点，受到人们喜爱。近日，当地开始迎来众

多客商。近年来，大丰镇加大对大丰妃子笑荔枝品牌的打造力度，注册了“丰佳荔”荔枝品牌，努力推进大丰荔枝产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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