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本报讯 （记者刘梦晓）为给游客带来
别样旅游体验，定安近日推出趣野耕读、问
道养生、访古寻幽、瞻红踏青之旅等4条主
题线路。

定安县毗邻海口，文笔峰、南丽湖、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等，已成为定安响亮的旅游名
片。游客可根据实际情况，既探访定安旅游
景点，又品尝仙沟牛肉、定安鸭饭、菜包饭等
独特的定安美食，丰富在定安的旅游体验。

路线1 趣野耕读之旅：南丽湖国家湿地
公园（画舫游湖、野趣垂钓）→文笔峰盘古文
化旅游区（体验南宗道教文化、学养生功、品
沉香）→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高林村（张岳崧
故居、张氏宗祠）

线路2 问道养生之旅：文笔峰盘古文化
旅游区（体验南宗道教文化、学养生功、品沉
香）→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画舫游湖、野趣
湖钓）→黄竹白塘美丽乡村（莲雾、荔枝、红
心番石榴、柠檬采摘）

路线3 访古寻幽之旅：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高林村（张岳崧故居、张氏宗祠）→尚书
故里·龙梅村（王弘诲故居、八角殿、解元
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定安古城（古代县
衙→古城墙→古城门→江南水乡·高龙村→
海南热带飞禽世界·见龙塔→天九美食城文
化广场）

路线4 瞻红踏青之旅：龙门久温塘冷泉
（泡火山冷泉，享小鱼足疗）→龙门龙拔塘驿
站→岭口皇坡村（访苏维埃政府旧址、骑游
古官道、赏爱情树、田洋风光）→翰林章塘村
（赏翰林亚洲榕树王、万亩田洋、琼崖国共联
合抗日誓师大会旧址）→ 母瑞山红色旅游
景区（参观母瑞山革命纪念园、红军潭、红军
驿站、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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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条主题旅游线路带你玩转定安

“跳舞”牛肉鲜嫩味美引客来

打开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软件，
搜索仙沟牛肉，视频、图片刷屏而来。
用手机打开美食APP（手机软件），定
安仙沟牛肉推荐也是高居榜首。

因销售时牛肉都是刚屠宰出来
的，十分新鲜，故仙沟牛肉又被称为会

“跳舞”的牛肉。会“跳舞”的牛肉有多
好吃？游客最有话语权。

“定安仙沟牛百吃不厌！”专程从
海口到定安吃牛肉的张先生说，自己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仙沟吃牛肉
了。“周末经常来仙沟吃牛肉，方便又
美味。”

仙沟牛肉为“一锅两吃”，煎煮并
用，最能激发仙沟牛肉不同层次的美
味：一个子母锅放在桌子中央，子锅中
煮的是牛骨高汤，涮着鲜嫩清香的现
杀牛肉片；母锅上则铺上烧烤纸，涂上
一层薄薄的定安本地花生油，将腌制

过的牛肉放在锅上煎烤，短短几秒，新
鲜的牛肉在电磁炉灶上不断地“跳跃”
并发出“嗞嗞”声响，弥漫着撩人肉香。

牛肉会“跳舞”，仙沟夜太美。不
仅是白天，仙沟的夜晚也热闹非凡。

“专门有人为了吃夜宵赶过来，所以
一天当中，除了中午和晚上的饭点之
外，夜宵时间也有一波人流高峰。”在
思源路路口揽客的李大姐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严抓品控保证食品安全

百年牛市农家乐老板莫道杨介
绍，实际上，仙沟牛肉的美味秘诀，在
于牛都是散养的。

在定安，肉牛有一套统一的宰杀
流程：会被统一送往检疫所检查，通过
检疫，再被送到仙沟牛市屠宰场集中
宰杀，“屠宰后，送给各肉铺挂卖，或直
接送到各餐馆加工，牛肉不但保鲜还
保质。”莫道杨说。

记者在仙沟牛市屠宰场看到，来
来往往装有肉牛的卡车穿梭在屠宰场
的入场主干道上，十分热闹。“去皮、割
肉、拆腿、取内脏，只需要20分钟左
右，一头黄牛就被宰杀完毕。”定城镇
助理兽医师王师伟说，仙沟牛市屠宰
场平均一天宰杀60多头牛，“为了保
证食用安全，我们会对进入市场的牛
再进行一道检查，先检查牛的产地证、
防疫耳环等，宰杀后，还会剖开其内
脏、外脊骨，观察是否有寄生虫，并视

情况及时销毁。”
正是有了严格的市场准入标

准，仙沟牛肉品质保证，让每一位
到了仙沟的食客，都能吃上最鲜
嫩、安全的牛肉。许多游客表示，
来定安吃完牛肉，如果时间富余，

还会到文笔峰、南丽湖去观光。

打造美食品牌助推旅游消费
为给定安旅游消费再添一把火，

2019年，定安举办了首届定安牛肉风
情文化节（以下简称牛肉文化节）。牛
肉文化节以“生态定安 美食天堂”为
主题，以仙沟牛肉为媒介，进行定安美
食大联动，借助节会平台让更多的游
客通过美食来到定安、品味定安，旨在
打造“生态定安、美食天堂”的特色品
牌，让“享美食，到定安”的理念广泛传
播、深入人心。

牛肉文化节开展了“完美呈鲜”定安
美食品鉴会等各具特色的活动，为游客
们带来一场综合性的美食盛宴。

牛肉文化节的举办，也成为促
进定安旅游发展的一大举措，激发
了全县广大餐饮业经营者创新意识
和品牌意识。同时，立足于县域旅

游和各种资源的深度融合，发挥特
色美食对定安旅游产业的支撑作
用，推动定安旅游产业向前发展，拉
动定安旅游消费，扩大定安旅游知
名度和影响力。

如今，定安牛肉已享誉全岛，更成为
食客寻找美味的菜单必选之一。仙沟的
牛肉加工店已从最初的几家发展至现在
的60多家，每天定安县肉联厂屠宰出厂
约60头牛，在仙沟牛肉一条街进行现场
销售，销售额约为72万元。

定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仙沟牛肉对定安旅游消费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下一步该县
还将结合定安绿色生态优势，挖掘更
多美食资源，进一步打造定安美食品
牌，发挥特色美食对定安旅游产业的
支撑作用，推动定安旅游产业向前发
展，拉动定安旅游消费。

（本报定城1月1日电）

定安仙沟牛肉成为旅游消费增长亮点

念好“鲜”字诀 火了“牛”经济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月1日是元旦假期，还
未到中午饭点，定安县定城镇
思源路仙沟牛肉美食一条街
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

随着定安仙沟牛肉品牌
愈发响亮，如今仙沟牛肉美
食一条街的牛肉经济已经成
为定安旅游消费的一大亮
点。“2019年以来，定安县开
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加
上食客通过自媒体宣传，开
始让仙沟牛肉走出定安，成
为定安旅游消费的又一张
‘王牌’。”定安县旅文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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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泽汝

2019年12月30日上午，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林田村脱贫村民刘
清雄刚在自家槟榔林里忙活完，便疾步
往沙姜地里赶去。“地里的杂草又冒出
来了，我得经常打理，沙姜才能长得
好。”如果时间充裕，他还要赶在午饭
前，去帮别的村民摘槟榔再挣点工钱。

别看如今刘清雄如此勤快，放在
几年前，他可让帮扶干部头疼不已。

因妻子患病，又有两个孩子要上
学，刘清雄经常酗酒、自暴自弃，于

2016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那
时候他几乎天天抱着酒瓶子，房间里
也没人收拾，去他家走访时，连个能坐
的地方都找不出来。”琼中县机关事务
管理局局长候世峰于2017年1月成
为刘清雄的帮扶责任人，他还记得，当
时刘清雄的“等靠要”思想严重，几乎
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并不是没努力过。”刘清雄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前些年他去三亚、文
昌帮别人种西瓜，一个月只能挣到几
百元，刨除妻子的医疗费、孩子的学
费，几乎剩不下什么钱，“那时候快过

年了，翻遍全屋的家当也只凑到800
元，看着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地准备
年货，我们心酸不已。”

候世峰心里清楚，只有解决了实
际困难，才是打开刘清雄一家人心结
的最好办法。

于是，帮扶干部们跑上跑下，帮刘清
雄妻子申领相关药物，解决刘清雄两个
孩子的教育补助问题，挪开压在刘清雄
身上的医疗、教育两个大“包袱”。接着，
他们又趁热打铁，上门做思想工作，动员
他发展产业。

“政府把能帮的都帮了，自己再
不努力，也说不过去了。”刘清雄决
定，先从最传统的槟榔产业干起，勤
除草、定期施肥，将原本疏于管护的

400株槟榔打理得枝繁叶茂后，又新
种上1100余株槟榔，“想着每天都是
要往槟榔林里去的，干脆把别人槟榔
林里的活也一块干了，每次还能多挣
200多元。”

刘清雄干活的劲头越来越足，渐
渐地，妻子的病情也有了好转，开始能
帮着分担点农活。

“现在家里多了个劳动力，不如试
试发展一些別的产业，‘多条腿’走路
才能脱贫脱得稳。”听了候世峰的建
议，刘清雄紧接着又琢磨着发展起益
智、沙姜种植等产业，并加入镇里的黑
山羊养殖合作社和峡谷漂流旅游合作
社，增收渠道越来越多。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刘

清雄种植槟榔、益智、沙姜所得的收
入，加上合作社分红及务工工资，足足
有 17 万余元，家庭人均纯收入达
48843元。“月平均收入超过了1万
元，比城里不少白领的工资还要高，再
也不用担心没钱买年货了。”扬起头朝
记者“炫耀”一番后，眼前这个清瘦的
中年男人又俯下身子，继续在地里忙
活起来。

早早脱下“贫困帽”，盖了新房，如
今刘清雄更被评为琼中“脱贫之星”，
成为村民们的致富榜样。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过去是把钱掰成几份用，现在
是把时间掰成几份用，“只要肯干，没
有迈不过去的坎。”

（本报营根1月1日电）

琼中林田村村民刘清雄靠奋斗摘“穷帽”，年入逾17万元

扔掉酒瓶忙脱贫 甩开包袱勤致富

近日，仙沟牛肉美食一条街上，许多食客专门从海口等市县前来品尝“会跳
舞的牛肉”。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澄迈与清华大学共建
乡村振兴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郭翰林）日前，
澄迈县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协议，共建“清华大学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乡村振兴工作站”（以下简
称工作站）。该工作站是清华大学在海南省建设
的第一个乡村振兴工作站，将支持清华大学团队
长期到澄迈开展相关工作，并吸纳更多专业人才
进入到乡村，为澄迈乡村振兴的事业贡献力量。

根据协议，双方初步拟定工作站建设与运营
时间从2020年至2022年。在此期间，清华大学
将成立工作站指导教师与工作团队，并派遣多批
次“乡村振兴”实践支队驻点实践，为澄迈乡村振
兴工作在乡村规划设计、环境改善提升、科技服务
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为推动清华大学与澄迈县共建乡村振兴工作
站工作，2019年5月，澄迈县派出代表参加“2019
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实践论坛”并与学校
达成初步协议。8月，由13名学生组成的清华大
学社会实践支队在澄迈县永发镇永丰村完成了第
一期乡村振兴主题社会实践，初步完成乡村振兴
工作站设计方案。经过多次沟通协调，12月28
日，清华大学为澄迈授“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乡村振兴工作站”牌并签订共建工作站
协议。

据介绍，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建设是由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发起、联合该校各个院系共同
开展的一项乡村振兴主题公益活动，目前已形成
分布于我国14个省份的18个站点。

琼台师范学院一行
赴三沙慰问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郭志东）旧岁将
辞、新年将至之际，2019年12月30日，琼台师范
学院师生来到三沙市永兴学校开展慰问活动，与
驻岛军警民齐聚一堂，欢送难忘的2019年，迎接
美好的2020年。

据介绍，自2015年永兴学校正式投入使用以
来，琼台师范学院便一直负责该校的师资队伍选
派及日常管理。2018年9月1日，琼台师范学院
与三沙市社会事业与后方基地管理局签订托管共
建协议，由琼台师范学院正式托管共建永兴学校。

当前，在琼台师范学院的帮扶共建下，永兴学
校得到了长足发展，软硬件水平不断提升，除了原
有的幼儿部、小学部，还增设了成人学历继续教育
函授教学点，让驻岛军警民不仅能在岛上接受学
前教育、基础教育，还能通过该函授教学点接受学
历提升服务。

蜈支洲岛海域海洋牧场：

蓝色粮仓惠四方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名单
（第五批）。海南省三亚蜈支
洲岛海域等24个海洋牧场
获评第五批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

目前，蜈支洲岛海域海洋
牧场建设已初具成果，人工
鱼礁表面附着珊瑚、贝类、藻
类等生物种类达120余种，
鱼礁区比非鱼礁区鱼类种类
数量提高5倍至10倍。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的改
善，蜈支洲岛景区的潜水等
项目也大受游客欢迎，每年
吸引着超过60万人次游客
前来体验。图为工作人员在
查看珊瑚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文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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