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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自2019年1月起，围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我省开展南海名家、南海英才、南海工匠和南海乡土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首批申报人选评审工作，白沙黎族自治县共有12人入选我省首批“南海系列”育才计划，其中：南海英才1人、南海工匠6人、南海乡土人才5人，主要来源于白沙非遗传承人、致富带头人。

近年来，上述“南海系列”人才在支持白沙社会发展、脱贫攻坚、文化传承等工作中作用突出，成效显著，白沙有关部门也将继续积极发挥指导作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进行统筹部署，为
“南海系列”人才提供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关注“南海系列”人才白沙入选者

人物：张潮瑛
身份：白沙灿然黎锦手工艺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南海工匠 （图片由张潮瑛提供）

黎锦＋文创
创业舞台显活力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业玉

近日，海南“80后”黎族姑娘张潮瑛从
省外出差准备返回海南，在机场候机时，身
穿黎锦服饰的她跟随着手机里动感的音乐
节拍跳起了拉丁舞，给抖音粉丝们呈现了一
段简短而又颇具人气的带货直播。

张潮瑛是白沙荣邦乡人，自幼就对海
南黎锦耳濡目染，也曾跟随外婆等老一辈

“织娘”学习过织锦技艺，即便是在广东就
读大学以及在外务工的那几年时间里，黎
锦始终是她最割舍不下的乡愁。张潮瑛能
歌善舞，早在大学毕业次年，她就考取了拉
丁舞教师资格证，而每每登台表演时，她总
是最乐意穿上自己量身剪裁的黎锦服饰。

“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没
有人继承，以后就真的只能放在博物馆
里，躺在资料库里，那多可惜呀！”张潮瑛
介绍，自2010年返乡务工以来，在白沙青
少年宫担任拉丁舞教师之余，她尽可能地
腾出更多时间去寻访白沙各个乡镇的黎
锦技艺传承人，潜心学习黎锦制作技艺，
还积极参加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织锦专
业进修，以及省、县相关部门举办的黎锦
技艺培训。

2016年6月，羽翼渐丰的她，成立了白
沙灿然黎锦手工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白沙灿然黎锦合作社），邀约当地更多的黎
锦技艺传承人一起打拼黎锦文化产业。但
是，创业之初，资金短缺、销路不畅等难题
接踵而至，这也让年轻的张潮瑛接连遭遇
挫折。机遇，似乎不愿错失有所准备的奋
斗者。就在张潮瑛一筹莫展之际，白沙有
关部门主动邀约灿然黎锦合作社进驻该县
电子商务产业园，提供了近千平方米的展
厅与实践车间，并给予了三年免租和电商
平台销售奖励的政策。这为她的黎锦文化
产业搭建了很好的创业平台。

在张潮瑛看来，黎锦作为海南黎族的
传统服饰，现今更多的时候仅能作为节庆
及习俗表演使用，要想让更多的消费者接
受，需要在款式与搭配中不断创新，让传统
老技艺焕发新活力，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为此，张潮瑛与她招募的文
创团队，努力研发与设计更贴近潮流的黎
锦服饰，并通过走秀、舞蹈等方式在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展现黎锦服饰的魅
力，在收获高人气的同时，也有效提升了黎
锦服饰的销量。

“黎锦文化产业能带来好收入，以后我
们也安心花更多的心思来琢磨织出更好看
的作品。”白沙黎锦传统纺染织绣项目县级
非遗传承人符玉琼说。2019年，灿然黎锦
合作社进账100多万元，其中，董金女、符
玉琼等合作社“织娘”年收入已超万元。此
外，张潮瑛还协同当地专业学校创办了非
遗创意就业工坊，邀请当地非遗传承人利
用周末时间为黎族学生授课，助力传承黎
锦文化。

（本报牙叉8月31日电）

人物：吉亚才
身份：白沙仙婆岭种养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南海乡土人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耕耘热土
致富不忘惠乡民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群

自8月下旬以来，经过几轮雨水滋润，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拥处村山岭上数百
亩山兰稻又抽出不少新芽，长势喜人，而在
山脚下的火龙果种植基地里，一个个滚圆又
红扑扑的火龙果又将迎来新一轮采摘期，这
一偏远村庄孕育红火扶贫产业的背后，离不
开村里那名敢闯敢干的致富带头人吉亚才。

现今，山兰米是白沙青松乡“一乡一品”
特色扶贫农产品，也是当地不少建档立卡贫
困农户脱贫致富的“金谷子”，但早在2014
年以前，当地不少村民却瞧不上这一“金谷
子”。山兰稻是海南黎族山地旱稻，千百年
来，每年五六月份，当地黎族人就用刀耕火
种的原始方式进行种植，到了年底就迎来收
成，但因一年只能种植一季，而且亩产量较
低仅为200斤左右，直至2014年那一年，在
拥处村种植山兰稻的农户仅剩下不足10
户，而吉亚才就是其中一户。

“我从小跟着村里的老人一起种山兰
稻，喜欢它的原因不仅是煮饭口感好，我觉
得这是一种文化。”原生态种植的山兰稻米，
对于土生土长在白沙青松乡的吉亚才而言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早在2014年，已担任
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吉亚才就十分看好山兰
米的市场潜力，牵头成立白沙仙婆岭种养专
业合作社，并动员村里的农户加入合作社扩
大山兰稻种植规模，而他则负责收购，然后
再通过合作社的车间进行加工、包装，并不
失时机地注册了“清香谷”山兰米品牌拓展
销路。得益于白沙电商部门的培训与帮助，
世代务农的吉亚才也学会了线上销售技能，
逐渐将山兰米远销至大山之外。

近年来，在白沙县委、县政府以及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的大力推介下，越来越多的
人知晓了黎族山兰稻的营养价值，白沙“啦
奥门”（黎语“吃新米庆丰收”）山兰文化节
也已跻身县级非遗，现已准备申报省级非
遗项目，山兰米的市场“身价”也得以不断
提升。“以前种稻子只够吃，没想到现今种
稻子还能赚不少钱哩。”村民符召荣说，去
年，他家光是种植山兰稻就入账了近万
元。目前拥处村山兰稻种植规模已接近
800亩，去年收成将近20万斤。

拥处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凯介绍，
除山兰稻产业外，自2018年起，在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的技术支持下，吉亚才积极协调拥处
村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帮扶资金，促
成属村集体经济的20亩火龙果示范项目落户
拥处村，主要种植“金都一号”与“燕窝果”这两
个优质品种的火龙果，并于今年五六月迎来了
收成，预计每年可收益20万元。此外，吉亚才
还积极对接热科院驻村扶贫团队，帮助当地农
户引进了“美月”精品小西瓜种植产业等。
2019年，吉亚才被授予“海南省劳动模范”。

“只要路子走对了，就不怕山路远。”自
个致富了还不忘本，更乐意帮扶乡邻一起
奔小康，这就是吉亚才，淳朴、热心、扎根乡
土，但从来不缺闯劲与干劲。

（本报牙叉8月31日电）

人物：符小芳
身份：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南海工匠 （省摄影家协会 王梅芬 摄）

五里路
走出有机茶园“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业玉

“奋斗好比种茶、制茶，反复淬炼才换
来这般清香与甘醇。”8月31日一早，晨曦
微露，白沙黎族自治县陨石坑旁山脚下一
片静谧，在牙叉镇五里路有机茶园，茶园主
人符小芳又起了个大早，埋头忙乎着制茶，
煨烤、杀青等多道工序，她力求盯紧每一环
节，只为了让每一片生态茶叶更清香甘醇。

放眼远眺，那近300亩的生态茶园依
旧叠翠成片，三三两两的黎族茶农正在挎
着腰篓遴选采摘枝梢上那些鲜嫩的“一芽
两叶”，不多时，茶农们的腰篓渐渐沉了，看
着这一幕，符小芳心里也更踏实了。作为
土生土长的黎家女儿，早在20多年前，符
小芳从中专职校农业专业毕业后就选择返
乡创业，这些年来，她摸索种植过橡胶、龙
眼、荔枝、咖啡以及木薯等农作物，也学到
了不少热带作物的栽培技术。

自2011年起，符小芳选址位于白沙陨
石坑旁山脚下的这片缓坡，带着5户农户
开垦20多亩荒地探索种植有机茶。该茶
园距数万年前的陨石坑撞击点仅有2.5公
里左右，为此，她将这片茶园命名为“五里
路”，寓意着要走好茶园创业的“每一里
路”。一开始，茶园就一直坚持不使用除草
剂、化肥与农药，这样一来耗费的管护成本
可不小；再往后，病虫害、干旱等难题也随
之袭来，导致不少茶树长势不好甚至枯
萎。但符小芳从不言弃，铆足着一股劲，辗
转求助于当地有经验的老茶农以及各市县
农技专家，合理利用粘虫板等物理技术捕
虫，达到有效管控茶园生态平衡，茶园得以
恢复盎然生机。在茶树施肥方面，符小芳
并不满足于普通的农家肥发酵，而是引进

“蚯蚓生态循环项目”，培育数以万计的蚯
蚓啃食家禽及牲畜粪便，排放而出的蚯蚓
粪就成了最生态的有机肥。

一片茶叶，成就一个产业，也造福了一
方百姓。近年来，五里路茶叶陆续通过中
国、欧盟27国及美国有机认证，成为海南
首批屈指可数的有机茶园。“我在茶园干工
已经五六年了，每月收入少说也有三四千
元，还学了不少种茶、采茶技术，家里也盖
了新房子。”聊谈之间，当地脱贫群众符秀
香露出满脸的喜悦。符小芳介绍，目前，茶
园雇请了二三十名茶农长期务工，每逢采
茶、制茶忙碌时，还会增加数十名茶农当临
时工，每天的工钱都不少于100元。

截至2020年初，该茶园已为361户入
股贫困户分红近百万元。符小芳介绍，经
过茶园这几年的栽培，学徒符宇博已被评
为国家高级评茶员，符春江、符秀香等一批
务工工人也已熟练掌握绿茶、红茶以及白
茶的加工工艺。

10年时间，当初20余亩的小茶园，已扩
大至现今将近300亩的五里路有机茶园，并
配套建成了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经她悉
心种植、管护、制作的茶叶口感纯净、甘甜，
香气足、耐冲泡，正在帮助着不少脱贫群众
走上致富路。 （本报牙叉8月31日电）

人物：符秀英
身份：省非遗项目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传承人、南海工匠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一针一线
绣出绚丽人生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王千一

8月30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
55岁的符秀英刚参加完一场黎锦文创作品
交流活动，又在为新一期的黎锦传承课程
制作课件，深夜难得闲余之时，还戴上老花
镜琢磨着自个历时6年才刚刚完成的“麒
麟呈祥”三联黎族龙被复制作品。

“要多琢磨，才能找出不足；绣得越勤，
绣法才能见功力。”作为省级非遗项目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代表性传承人，这些年来，无
论是外出授课培训，还是在家里琢磨作品，
或是探寻黎族古法植物染色工艺，勤勉的
符秀英总是不忘这般自勉。

符秀英出生于白沙，7岁时就开始跟着
家里的老人学织锦，上中学时即可织出一些
简单的布条等饰品，但当时她只是把织绣这
门好手艺当作闲时的乐趣。直至2005年年
底，符秀英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离世，留下
她与两个正在上学的女儿，一时间，如何养
活这一大家子成了最大的难题。“来跟我学
习双面绣吧，这是一门好手艺，可不能失
传。”在已年至八旬大姑符明兰的传授下，符
秀英认真琢磨双面绣技艺，还积极寻访白沙
黎族地区的双面绣能人，潜心摸索黎族传统
纺、染、织、绣四个工艺。

自2010年被授予“黎族双面绣”省级代
表性传承人以来，符秀英不知疲倦地奔走于
海口、东方、保亭、五指山，乃至广州、北京、
苏州等地参加非遗保护与传承培训、传承人
研修班等，足迹可谓遍及全国各地；自此，她
创作的元素越来越丰富，推陈出新的创意也
越来越受到同行以及各方藏家的赞赏，在一
针一线之间，符秀英不仅绣出了自己的精彩
人生，还乐意将这门技艺传授给黎族同胞，
助力黎锦技艺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学得双面绣这门技艺，也让我过上了
好日子。”自2013年起，阜龙乡可任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符小兰就跟随着符秀英等传承
人学习黎锦以及双面绣技艺。现今，她的
作品通过白沙黎族双面绣民间绣坊以及当
地的网络微商平台远销各地，收入有了保
障，全家人也盖好了新房过上了好生活。
近年来，符秀英在白沙各乡镇学校以及省
内多所院校积极开展织绣技艺培训，传播
黎锦文化。此外，她还赴保亭、五指山、东
方等市县培训下岗工人、农村妇女将近
4000人次，培养出将近20名县级黎锦传承
人，帮助乡亲们通过创作黎锦及双面绣实
现增收致富。

“黎锦作品走出国门，能让世界更了解
海南黎族这一文化瑰宝。”2019年 9月 6
日，“黎锦经纬记：守护与传承——海南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与传统游戏、方言走
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展”在法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启幕。符秀英就黎
锦纺染织绣技艺进行了专题发言，她说：

“我要努力让更多人看到黎族双面绣的美，
让这门传统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本报牙叉8月31日电）

人物：韩涛
身份：中合集团董事长、白沙第六届工

商联主席，南海英才 （图片由韩涛提供）

扛起使命担当
打造精品工程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眼下虽已入秋，但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七坊镇南洋湖畔，依旧绿意葱茏，不时吹拂
而来的阵阵微风，能让来客感觉呼吸的每
一口都是健康满满的负氧离子。

每每聊起与白沙的缘分，中合集团董
事长韩涛常用“这是一片值得打拼创业的
生态沃土”这一句话来形容。早在2012
年，当韩涛第一次来到白沙七坊镇南洋湖
畔时，看着眼前叠翠的燕子山，形似一只燕
子从云影波光掠起，让他对这座生态山城
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就是这一年，经
过中合集团团队多轮实地考察，韩涛决定
在七坊镇镇墟周边打造占地达300多亩的
鹭湖国际养生度假区，自此，也拉开了中合
集团布局在白沙发展旅游产业、商业综合
体、现代农业、金融投资、康养产业以及高
新技术研发的序幕。

在短短不到3年时间里，依托当地良
好的绿色生态资源以及淳朴的乡土人情，
鹭湖国际养生度假区在海南中西部地区实
现美丽崛起。韩涛说，宜居宜养的度假区，
不止于生态好、景观美，也要从营造浓厚文
化氛围、熏陶启迪人的心灵入手。为此，鹭
湖国际养生度假区牵头成立了鹭湖国际艺
术团、鹭湖国际摄影家俱乐部、鹭湖国际太
极文化交流中心、鹭湖诗社、鹭湖国际书画
院等，让居住者在养生度假之余，还能更好
地体验、发现、传播白沙的生态之美。

如果说鹭湖国际养生度假区是韩涛在
白沙打造的“宜居”标杆，那么，同样位于七
坊镇的阿罗多甘共享农庄则是另一“宜业”
样本。漫步在阿罗多甘林荫小道上，不时
可见的黎族特色文化图案，也为这里增添
了几分神秘的民族风情。而伫立在橡胶林
里的那31间木屋客栈，从外形来看，既有
黎族传统的船型屋，也有西式教堂造型等，
而且，每间旅馆门前都搭建不同风格的凉
亭，引得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或住宿体验。

据悉，在黎语里，阿罗多甘寓意着吉
祥、幸福，但对于当地农户来说，这一共享
农庄是一片能帮助他们实现脱贫增收的宝
地。韩涛介绍，作为我省首批共享农庄创
建试点单位之一，阿罗多甘吸纳了当地
4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以产业扶贫资金
以及土地出租等方式入股，并聘请19名贫
困群众长期在农庄务工，现已建成热带高
效农业示范基地、白沙革命斗争历史纪念
馆、乡村红色书屋、木屋客栈、垂钓平台、荷
塘栈道、田园帐篷营地、生态牧场等设施，
并谋划建设房车营地等特色体验项目。

韩涛表示，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良
好前景与资源价值潜力，中合集团将坚持

“康养+旅游”“农业+旅游”“科技+旅游”的
发展思路，加快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
充分发挥企业的帮扶带动作用，在努力实
现自身更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助力白沙实
现快速发展。 （本报牙叉8月31日电）

（（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白沙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