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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琼海潭门巨变

拍摄、剪辑：刘冀冀 周达延

俯瞰潭门渔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计思佳）
今年端午小长假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海口
充分融合文旅资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演出
与旅游“嫁接”，满足了市民游客的旅游文化消费
需求。数据显示，端午假期，海口全市主要景区、
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40.79万人次，其中A级
景区接待游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8.04%。

为提升节庆活动的文化味，端午假期，海口
举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展演活动。海南狮
舞、琼剧、麒麟舞、虎舞等节目精彩上演，获得在
场市民游客热烈的掌声和广泛好评。海口4个
区纷纷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记得住乡愁”文艺
演出，以传承本土优秀文化，丰富城市旅游体验。

统计显示，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口全市共
接待过夜游客16.74万人，同比增长3.02%，住宿
设施平均客房出租率45.86%。

主打文化牌 满足新需求
主要景区、乡村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

盘点端午小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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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9日讯 （记者计
思佳）6月 8日上午，在海口市实验
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一位脚步匆匆、神情淡定的中
年女子。本以为她是陪考家长，或
是学校老师。但进场时间到后，她
掏出身份证、准考证，与考生们一起
进了考场。

记者多方了解到，这位女子名叫
周会娱，今年42岁，是一名护士。为了
圆自己的大学梦，也为了督促儿子学
习，今年她重新捡起书本，和儿子一同
参加高考。“到大学校园学习，考取医师
资格证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也希
望通过这种行为给儿子树立榜样！”

考试结束后，周会娱接受了记者
的采访。“初三毕业那年，我父亲病
重，为了提前工作，减轻家庭经济负
担，我直接读了卫校。”周会娱说。

“毕业后，我的工作、生活一直都
非常顺利，所以越发觉得没读大学是
人生最大的遗憾。”周会娱说，读高三
的儿子马上也要外出求学，自己将来
的空余时间会更多，于是决定“冲一
把”，重新捡起书本，报名参加高考。

当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丈夫徐
跃喜时，丈夫非常支持，还陪她一起
去书店购买复习材料。“我听了妈妈
要参加高考的消息觉得非常兴奋，举
双手赞成。”儿子徐江舟说，无论多少

岁，只要有梦想就应该付诸行动。
“儿子学习自制力不是很强。”周

会娱选择和儿子一起备战高考还有
一个考虑，就是希望用实际行动为儿
子树立榜样。

家人的鼓励，更给了周会娱莫大
的信心。从决定备战高考开始，除了
照顾诊所的病人、做家务，周会娱的
其余时间都用来看书，每天的学习时
间都保持在5个小时以上。“我主要靠
自学，然后做历年的高考真题。”

每个周末，一家三口经常一起坐
在餐桌前看书。“我会和妈妈探讨语
数外的问题，爸爸也会指导妈妈英语
和语文。”徐江舟说，“妈妈是个上进心

非常强的人，她的精神激励我努力奋
发学习。”

高考期间，除了牵挂儿子，周会
娱还记挂着工作。“诊所有几个病人
需要打针，我6点就起床，给他们输
完液后又赶到考场。”周会娱说。

“我想报考临床医学专业，考上
后还能考执业医师证，对我未来的职
业生涯也有帮助。”周会娱说。

徐江舟对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说自己的目标是机械或者医学专
业，希望能去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

周会娱说，无论结果怎样，这段
奋斗岁月对他们全家都是一段难忘
的经历。

有梦想就应付诸行动

海口一对母子同时参加高考

■ 本报记者 袁宇

这几天，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的
符名林很忙。

“想趁淡季给民宿升级，到下半
年旺季时给游客更多惊喜。”1980年
出生的符名林是地地道道的渔民出
身，现在经营着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
的民宿，“以前下海捕鱼，现在‘洗脚
上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符名林的民宿叫“无所归止”，距
离潭门港不远。虽然没有大景区作
为依靠，但这栋只有10来间客房的
民宿自2018年5月开业后，已经接
待了5000多名游客，产生经济效益
超过100万元。

“潭门能有今天，得感谢党的政
策。”符名林说，在党的政策引领下，
潭门发展迅速，不仅硬件条件越来越
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舒适，还成为
颇受游客青睐的渔业风情小镇，改变
了众多潭门人的生活。

圆梦
耕海牧渔向深蓝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看到停满
渔船的渔港，整个小镇都弥漫着海的
味道。”6月2日，来自内蒙古的游客李
保锋在参观潭门渔港时兴奋地说。

千百年来，潭门人远下重洋，耕
海为业，从最初的水上渔家，到依岸
而居，再到渔村、渔镇，潭门人的生活
离不开“渔”。

家住潭门镇排港村的陈昌平还
记得自己17岁时第一次出海的场
景。“乘着一条10多米长的木制渔
船，船上设备很简陋，除了渔网就是
一些简单的生活设施。在海上摇摇
晃晃，一出海就是两个多月。”陈昌平
说，当时船上也没有冷藏设备，捕到
鱼后只能制成鱼干带回来，“最怕遇
到大风大浪，让人心惊胆战。”

这种令陈昌平心惊肉跳的出海
经历持续了6年。1986年，23岁的
陈昌平与人合伙更换了一条20多米
的大渔船，“虽然吨位还是不大，但各
方面都比以前那条强多了。”陈昌平
说，新渔船空间大了不少，带的补给
也更多，“这样我们能去更远的海，捕
更大的鱼，挣更多的钱。”

造大船，闯大海，捕大鱼，是萦绕
在陈昌平心中的梦想。“渔船大了，抗
风能力强了，就越安全，就能更安心
到深海抓大鱼。”陈昌平说，通常远洋

渔船捕捞回来的多是一些名贵的鱼，
如苏眉、石斑、黑鲳等等，“这些鱼的
价格高，我们的收入也高些。”

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潭门，鼓励渔民们造大船、闯大
海、抓大鱼。省政府、琼海市政府也
鼓励渔民造大船，支持渔民们到深海
抓大鱼。

“我和我兄弟购买了两艘350吨
的钢质船，船上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
和一些高科技安全保障设备，比以前
那些二手船强太多了。”潭门镇合龙
村渔民柯维秀说，渔民造大船，政府
不仅有资金扶持，还有油料补贴等各
种政策，“加上大船的效益也好，现在
大家都敢造新船。”

几年来，潭门镇多出了30多艘
大渔船。除此之外，镇区也发生了巨
大的喜人变化，坑洼的道路变得平
坦、宽敞，路边的房屋是浓郁的南海
风情，还有造型别致的路灯，时尚的
气息扑面而来。

求变
“洗脚上岸”谋发展

在大海里闯荡了半生的陈昌平，
最终选择了“洗脚上岸”。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陈昌平于
2018年 5月开了一家海鲜大排档，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是旅游旺季，
大排档的生意很好。开店政府还有
补贴，产出也稳定得多。”

尽管选择了上岸，陈昌平却依然
定期保养自家的渔船。“这是祖辈传下
来的技艺，不能丢了。”陈昌平说，有时
候自己也会到近海捕一些鱼回来，当
地近海的海鲜颇受游客及当地人喜
欢，“现在用的渔船跑得快，大半天功
夫就能回来，不耽误开店。”

与陈昌平相比，符名林算是彻彻
底底上了岸。“高中未毕业就辍学，从
小就跟父亲出海，做了 10 年的渔
民。”符名林说，谋求转型发展的念头
早早地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2013年以来，潭门镇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那以后来潭门的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觉得办民宿是一个很
不错的行业。”2017年，符名林和朋友
一起，租下了石碗村的一栋两层小
楼，改造成为具有渔家风情的民宿。

符名林的民宿从整体风格到内
部设计，灵感都来源于潭门的当地传
统文化。“虽然没有大景区可依靠，但
潭门有不可多得的浅滩，有深厚的耕
海文化，本身的文化旅游资源就是民
宿最大的后盾。”符名林说。

符名林的民宿在潭门取得了成

功。2018年春节，民宿试营业时，就已
经人气火爆，客房常常爆满。如今，他
的民宿在平时工作日的入住率已接近
六成，在周末和节假日更是常常爆满。

民宿还与其他渔民所转型相关
行业对接，客人可以品尝到绿色农产
品、新鲜海鲜；可以体验渔村生活，捕
鱼、抓螺；有客人想出海游玩，就推荐
到潭门休闲渔业码头，乘坐有运营资
质的休闲渔船去玩。

“潭门的海是我们的共同财富。”
符名林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渔民“洗
脚上岸”，“我想争取在三五年内，把
品牌门店发展到10到15家，吸引更
多渔民加入进来，不再单纯地靠海吃
海，为潭门人闯出一条更好的致富
路，也为后代保留一片蔚蓝的大海。”

谋远
渔旅融合蹚新路

“以前出海一次要两个月时间，现
在在家门口上班，每天都能回家，还有

稳定收入。”今年40多岁的渔民李琼日
如今已不再出海捕鱼，2018年初，当了
近20年船长的他将自家的渔船出租
给一家休闲渔业公司，自己也进入公
司工作，负责开船带游客出海游玩。

在李琼日看来，“想提高生活质
量，就必须开辟新的致富门路。”

沿着潭门中心渔港的道路慢慢
走，随风入鼻的是海的味道，抬眼所
见是海的风光，让人处处感受到海韵
渔味。从传统渔业小镇，转变为独具
渔家特色的新型旅游小镇，就是潭门
镇的求变之道。

潭门镇党委书记周海通表示，传统
海洋捕捞业的发展潜力有限，必须引导
渔民转产转业，“潭门要做足做好特色风
情小镇的文章，走渔旅融合发展之路。”

挖掘耕海文化，打造“潭门赶海”
品牌，做强海鲜餐饮业，发展渔家民
宿……潭门镇从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出发，红红火火地搞起了休闲渔业。

今年已84岁高龄的老船长苏承
芬说，原先的潭门渔民主要是靠着海洋

捕捞赚钱，要么就是外出打工，“现在可
选的路子多了，发展的机会多了，年轻
人也愿意留下来了。”

游客多了，产业也就活了。如
今，潭门游客接待量最高时日均突破
5万人次，形成了以渔业、旅游和工
艺品生产销售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

“潭门旅游业的发展活力将更加
旺盛。”潭门镇镇长王国熊透露，
2018年4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开馆以来，已为潭门带来了超过50
万人次游客，潭门马鲛鱼销售总量达
到80吨、红杉鱼销售量超过200吨，

“海鲜、美食及特产成为游客到潭门
必选的时尚产品。”

据介绍，潭门镇将继续做好海洋文
章，做大做强海洋经济产业，扶持发展
近海休闲渔业，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休闲渔业特色品牌，深度打造“潭
门海鲜”名片，发展潭门餐饮旅游产业，
并发展热带高效现代农业，让产业多点
开花，助推潭门南海风情小镇发展。

（本报嘉积6月9日电）

渔民“洗脚上岸”，产业多点开花

琼海潭门：渔家小镇闯新路

本报三亚6月9日电（记者林诗婷 黄媛艳）
6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
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三亚亲子游、文化游、民俗
游、乡村游等产品受热捧，主要景区景点、乡村旅
游点共接待游客20.31万人次，同比增长22.87%。

端午小长假期间，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三亚旅
游饭店平均开房率为60.99%。凭借颇具琼岛特色
的文化演艺旅游产品，千古情景区荣登“揽客王”，共
接待游客5.37万人次，同比增长5.51%，文化旅游渐
成鹿城品牌；亚龙湾森林公园接待游客1.74万人次，
同比增长17.57%，增速位居各大景区首位。

节日期间，三亚中廖村、青塘村、西岛渔村等
美丽乡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到访，该市主要乡村
旅游点共接待游客1.42万人次，同比增长9.44%。

全域旅游火 景区吸睛足
主要景区、乡村揽客20.31万人次

三亚

本报金江6月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王
家专）龙舟赛、象棋赛、咖啡师冠军赛、自行车联赛
……连日来，多项文体赛事活动在澄迈举行，带旺
旅游市场，促进旅游消费。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
从澄迈县旅文局获悉，6月7日至9日，端午小长假
期间，澄迈县累计接待游客10.5万人次，同期增长
1.94%；旅游收入2800万元，同期增长2.5%。

为迎接小长假、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端午节
前夕，澄迈县提前策划推出系列精品活动，涉及旅
游文化体育各个方面。“通过系列国内外、省内高
规格、有影响力的文化体育赛事和精品旅游推介
活动，澄迈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旅游文化
产业蓬勃发展，直接带旺了澄迈的节庆旅游消
费。”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彩文体赛 带旺节庆游
共接待游客10.5万人次

澄迈

本报定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兰兰）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从定
安县新闻办公室获悉，端午小长假期间，定安共接
待游客4.54万人次，同比增长7.08%，旅游收入
1283.45万元，同比增长1.57%。

据了解，今年端午小长假，美食节龙舟公开
赛、2019“博海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以及中
国·海南“双雄争霸”国际综合格斗职业联赛等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文体赛事在定安举行，吸引了不
少竞技体育爱好者前来定安观赛、旅游。

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端午节小长
假期间，定安文体活动相当丰富。同时，定安推
出趣野耕读之旅、问道养生之旅、访古寻幽之旅
及瞻红踏青之旅等4条精品旅游路线，让游客
畅游定安，满意而归。

有趣又有料 游客满意归
共接待游客4.54万人次

定安

本报抱由6月9日电 （记者易宗平）6月 9
日，据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游部门统计，今年端午节
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2.4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1230万元。

汇总数据显示：6月7日至9日，乐东旅游人
数和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宾馆酒店接
待过夜游1.52万人次，同比增长1.3%。

端午小长假期间，乐东旅游业的突出特点是，
游客出行一度呈现高峰趋势，一些景区人气满
满。尤其是该县的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龙栖湾
旅游度假区和龙沐湾国际旅游度假区线路，深受
游客青睐。

景区人气旺 度假享悠闲
共接待游客2.42万人次

乐东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6月8日12时-6月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4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11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天涯巨变

近年来，琼海市潭门镇一方面以
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鼓励渔民造大
船、闯大海、捕大鱼，向深海要发展；
另一方面也大力推动南洋风情小镇
建设，发展以旅游体验为主的休闲渔
业，探索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然而，
产业转型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需当地
党委、政府做好中长期规划，让产业

转型后劲更足。
2015 年以来，潭门不断探索渔

旅融合方向，发展休闲渔业。由于特
色鲜明，产品优质，游客们纷纷慕名
前来潭门吃海鲜、赏海景、住民宿、体
验渔家文化。游客的大量涌入，也让

“渔家乐”、特色民宿等在潭门蓬勃发
展，让大部分潭门渔民解除顾虑“洗

脚上岸”，也推动潭门小镇成为琼海
的一块旅游金字招牌。

但需注意的是，只有整合了当地
渔村、渔业、渔产品、渔文化等资源，
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持续推
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才能让休
闲渔业走得更远，成长得更壮。

（本报记者 袁宇）

转型发展才有新天地记者手记

坚持考完，
你就是最棒的！

“坚持考完，你就是最棒的！”6
月9日下午，海南2019年高考正
式落下帷幕，在文昌中学考点，许
淑珍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笑着走
出考场。

许淑珍由于身体残疾，手脚功
能存在障碍，影响答题速度，被批
准每科目延长考试时间20分钟，
在我省系首次。“很感谢对我的照
顾，让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答
题。”许淑珍笑着说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零事故、零差错、零投诉”

海口实现
平安高考目标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
计思佳 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6
月9日从海口市普通高考招生委
员会获悉，2019 年普通高考期
间，海口考区实现了“零事故、零
差错、零投诉”平安高考的目标。

海口市普通高考招生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高考期间，海口
教育、公安、交警、市政、环卫、卫
生、交通、食药监、供电等部门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顶着烈日高“烤”，
细致入微送服务，为考生创设了温
馨和谐的考试环境。正是社会各
界的贴心服务和团结协作，让该市
2019年普通高考平稳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