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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6月2日电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陈超）为期5天的2019第
十七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将于6月3
日至7日在澄迈县金江镇、福山镇等地
举行，经多年精心打造，该活动已成为
澄迈县挖掘历史民俗文化、激活旅游商
贸、提升澄迈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文
化活动，受到广泛关注。

龙舟竞技南渡江作为盈滨龙水节

的重头戏之一，将于6月3日上午在南
渡江中国龙舟活动基地鸣鼓开赛。据
悉，为扩大龙水节的影响力和参与度，
澄迈携手中国龙舟协会引进高端赛
事，中国龙舟公开赛已连续8年在澄迈
设站。

今年活动主题为“富硒福地 长寿
澄迈”。澄迈是世界长寿之乡、中国龙
舟之乡，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端午赛龙

舟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龙舟文化。
为办好此次活动，澄迈制定出台了《第
十七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活动总体
方案》，要求各级各部门提前谋划，积
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活动圆满
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盈滨龙水节整
合了“2019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
澄迈站）”“2019年第八届中国福山杯

国际咖啡师冠军赛”两项品牌赛事活动
同时进行。

国际咖啡师冠军赛以“福山竞技
咖香五大洲”为主题，该赛事是中国咖
啡界的高端赛事，其规格和专业度、知
名度响誉国内外，吸引了众多国家的优
秀选手参与比赛。今年赛事将有来自
德国、墨西哥、加拿大、哥伦比亚、厄瓜
多尔、澳大利亚、希腊、埃塞俄比亚、卢

旺达、美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泰国、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的23名
冠亚军选手云集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同台竞技，争夺中国咖啡界顶级大赛的
最高冠军奖项。

根据规则，参赛的选手将在2天
的比赛中，按照国际WBC（即世界咖
啡师大赛）的规则，在15分钟的比赛
过程中先后完成4杯浓缩咖啡、4杯卡

布奇诺咖啡、4杯创意咖啡的制作，经
过14名中外国际评委的评判，得分高
者胜出。

此外，6月2日及4日下午，澄迈县
还将在福山咖啡体验中心举办“咖啡为
媒 福山论道联谊会”，为来自各国的选
手、评委和咖啡爱好者提供交流互动平
台，丰富大赛内涵和促进福山咖啡产业
不断发展。

2019第十七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今日开幕

龙舟竞渡闹端午 咖啡飘香引朋来

当然，到澄迈一定要品尝醇香浓郁
的福山咖啡。产自澄迈富硒福地的福
山咖啡，风味独特，色香味浓，被列为国
宴用品，曾获得“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等美誉，2010年1月被国家质检总局批
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0
年11月被指定为“中国桥牌协会唯一
指定咖啡饮品”，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专门举办新闻发布会进行推介宣传；
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澄迈福山咖啡再
次飘香人民大会堂，29个国家元首和
政府首脑，近700名出席宴会的嘉宾共
品福山咖啡。

值得一提是，福山咖啡风情小镇，
总投资1600万元，集生产、研发、观光
体验于一体的福山咖啡体验中心目前
已建成并运营。来到体验中心，游客能
够观赏到咖啡豆从烘干、分拣到烘焙、
打包的全过程，还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动手炒制、包装属于自己的“独家”
咖啡。体验中心还对国内外一流的咖
啡品牌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可通过游览
参观，了解世界各地咖啡豆的发展历
史、加工工艺，让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
户，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咖啡、饮
用咖啡。

国际咖啡师冠军赛，在澄迈县已经
连续举办了7届，在提升福山咖啡品牌
影响力的同时，澄迈福山也令中外咖啡

业界瞩目。
据悉，今年赛事将有卢旺达驻中国

大使、卢旺达驻中国领事馆参赞、埃塞
俄比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厄瓜多
尔驻广州领事馆商务专员、以及中国
各省市咖啡协会、著名咖啡企业、学者，
咖啡专业媒体等百余名嘉宾亲临赛场，
共同见证福山杯国际咖啡师冠军赛的
精彩。

（本报金江6月2日电）

以文化激活旅游商贸

澄迈龙水节
“吸睛又吸金”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一直以
来，澄迈龙水节不仅是一个展示民俗
文化活动的品牌，还是澄迈对外宣传
展示的窗口，更是一场促进招商引资
的盛会。借力龙水节举办契机，澄迈
引进、签约多个招商项目，带动全县
经济快速增长，好戏连台不仅“吸睛”
还“吸金”。

对传统民俗文化最好的保护，莫
过于让其在现代文明中得以传承发
扬。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许多传
统节日文化逐渐淡化的当下，澄迈县
深入挖掘洗龙水、赛龙舟等有广泛民
意基础的节日民俗活动，采取提档升
级、宣传包装等手段，既有力保护和
传承了民俗文化，也培育了旅游市
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了澄迈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澄
迈县成功举办了中国龙舟公开赛、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多项
国内外重要赛事，荣获“中国最美休
闲度假胜地”称号，全年接待游客
214.48万人次，同比增长12.5%；实
现旅游总收入12.84亿元，同比增长
12.6%。

赛龙舟 品咖啡 享美食

来澄迈，体验别样端午风情！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陈超

“五月五，过端午，
划龙舟，敲锣鼓，一二
三四五，你划龙舟我打
鼓……”中华民族传统
佳节——端午节临近，
一年一度的澄迈盈滨
龙水节再次启幕。作
为节庆文化品牌活动，
该活动至今已经成功
举办了 16年，在许多
游客和澄迈群众的心
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感受龙舟竞渡的
激情澎湃，品尝福山咖
啡的美妙醇香，流连澄
迈城乡各色美食，见证
这里发展的点点滴滴
……这个端午节，来澄
迈吧！多彩文化民俗
活动，让您尽情体验
这一传统节日的无限
乐趣。

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澄迈县，河流
阡陌纵横，水系众多，有关于水的民间
风俗和传说也流传长久。澄迈的盈滨
半岛北望琼州海峡，南至东水港内海，
当地人千百年来流传着有关于龙水节
的美丽传说。

据说很久以前，海南岛西北面海域
来了一群海妖，它们看到岛上百姓丰衣
足食、生活美满，便起邪心，想占岛而

居。海妖施妖术，让百姓染上各种瘟
疫，其中尤以澄迈老城这一带瘟情最
重。老百姓凄惨的哭泣声把东海龙王
三公主惊动了。三公主是个慈悲的龙
女，她与海妖进行了3天3夜的殊死搏
斗，终于将海妖击败。

恶战中，三公主受了重伤，她挣扎
着腾空而起，在海岛上空降一场甘露，
解除了百姓的瘟疫。为防止海妖卷土

重来，三公主潜入海底将自己化做保护
堤，从四周将海南岛环抱住，“龙头”在
老城盈滨半岛，“龙尾”摆在三亚，还从
嘴里不断地往外吐龙涎，把海南岛四周
的海水都包围着，以防海妖再犯。

百姓得知三公主为了保护人类牺
牲，便在每年端午节这一天，提着粽子，
来到盈滨半岛“龙头”处，祭祀三公主，
并跳入海中沐浴三公主的龙涎水，以祈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久而久之，来盈
滨半岛洗“龙水”的习俗代代相传，至今
愈盛。

因有着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每年
端午节前后，当地和远至三亚、儋州，近
邻海口、临高、定安等地的男女老少都
纷纷来这里洗“龙水”，盈滨半岛4公里
长海岸线上，人山人海，呈现万人同浴
的壮观场面。

龙舟赛作为澄迈的传统赛事，自古
在澄迈民间流传，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在金江边的多个村庄，龙舟在村民心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划龙舟者令人尊敬，
勤劳的人们把赛龙舟当成一年生活中最
重要的集体活动，村与村之间把争头船
作为期待来年丰收吉祥的象征。全县有
10多支龙舟队，常年参加龙舟训练的有

百余人。
在距离金江镇不远的龙江乌什村，

每逢端午时节，在外的游子们都会赶回
村庄，参加村里一年一度的赛龙舟活
动。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谙水性的都可
参加，带着斗笠的妇女们齐吆喝，老壮
少男们光着膀子，打鼓舞龙来加油，场
面比过年还要热闹。

近年来，澄迈县不断提升龙舟赛事
规格，携手中国龙舟协会，已连续8年举
办中国龙舟公开赛（澄迈站），并为赛事
提供大力支持。鉴于澄迈对中国龙舟
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家体育总局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先后授
予澄迈“中国龙舟之乡”“中国龙舟活动
基地”“2012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全国优

秀赛区”等多项殊荣。
比赛时，站在金江岸边、南渡江大

桥上，只见彩旗飘扬，耳边锣鼓喧天、人
声鼎沸，数百米宽的江面上，赛龙舟的
队伍似蛟龙出水，百舸争流，飞溅的浪
花，与岸上沸腾的人群相映成趣，构成
一幅幅乡情浓浓的龙舟竞渡图，让人热
血澎湃。

龙水节传说源远流长

多彩民俗引游客纷至

澄迈美食不可错过

澄迈新发展 关注2019第十七届海南澄迈盈滨龙水节

2018年接待游客214.48万人次

同比增长12.5%

实现旅游总收入12.84亿元

同比增长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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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中国龙舟公开赛海南澄迈站在澄迈开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在澄迈县福山风情小镇,游人在
游玩。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咖啡师冠军赛的选手在比赛中。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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