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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2021年完成
全部 11个自然村470户 1885人的生态搬迁

两轮搬迁共涉及 4个市县
白沙 五指山

东方 保亭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于伟慧
通讯员 陈权

9月7日，天色微亮，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银坡村，20栋
两层联排民居错落有致地屹立于
缓坡之上，墙体刷白，梁柱漆红，
屋顶则装饰上一排排青瓦，既美
观又有民族风情；在各家庭院里，
花草及果树掩映成趣，再放眼于
村落中间,篮球场、图书室、健身
器材一应俱全，整个村庄显得既
宜居又有活力。

尽管当天轮休，但是担任护
林员的村民符金海早已习惯早
起。推开庭院的大门，眼前群山
连绵起伏，萦绕于半山腰间的薄
雾还没散去，他往南侧的方向指
了指：“你看，那隔着好几层山的
背侧腹地里，就是我们的老家高
峰村，从这骑摩托过去，少说也
要两小时，远着哩。”搬迁至此已
近4年，符金海等村民早已适应
新居的生活节奏。

一番收拾过后，符金海开始
忙起了自家的新产业——咖啡地
里套种山兰稻。只见他手脚麻利
地将两袋有机肥料捆绑于摩托车
后座上，驶向三四公里外的咖啡
种植园。在这里，去年秋季刚种
下的10余亩咖啡苗长势喜人，而
套种于田垄之间的一簇簇山兰稻
已长至成人膝盖部位，下月将陆
续迎来抽穗。只见符金海半蹲下
来，挥起小铁锹在植株旁挖一小
洞穴，随手埋进几粒有机肥，不忘
填土踩实，不多时，热辣的太阳已
把符金海晒得大汗淋漓，但他忙
碌的身影并无半点懈怠。

曾经，作为白沙最为偏远的
村庄，在海拔大约1000米的海南
霸王岭腹地，连绵群山犹如一道
屏障将南开乡高峰村道银、坡告2
个自然村与外界隔绝。在多重条
件的制约下，常规的产业扶贫难
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2015年
12月，《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道
银、坡告村民小组生态扶贫移民

实施方案》出台，确定了“搬得出、
留得住、能致富和区域生态修复
双赢”的总体目标。2017年1月，
作为我省首个生态移民村，选址
距离白沙县城不足20公里的银
坡村建成投用，并配套建设水泥
路、饮水工程、污水处理以及文体
活动配套设施等，包括符金海在
内共计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自
此搬出“穷山窝”，在银坡村过上
了新生活。

“政府承诺的搬迁补偿一样
不落。”银坡村村民小组组长符
国华介绍，搬迁户不仅每年可领
取生态补偿、产业分红，政府还
按人均10亩的标准补偿了可开
割的橡胶林。尤为振奋人心的
是，银坡村民不再是“日晒三竿
起床，落日余晖喝酒”，劳作积极
性也随之提高。除符金海等十
几名村民干起老本行当护林员
外，还有不少村民主动到县城周
边务工。

“你看，那边是属于银坡村集
体经济的百亩百香果种植基地，今
年引进专业的农企轮换种植黄金
百香果品种。”银坡村驻村扶贫干
部王测介绍，该产业基地吸纳了银
坡村及周边百余户村民的产业扶
贫基金，每年都可雇请七八名村民
务工，在施肥或采摘农忙季节，还
会经常扩招零时工；除此，每年还
能发放分红10万元左右。

“不砍树，不烧山，不打猎，保
护生态，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绿色
产业的观念，在银坡村早已深入
人心。”王测介绍，随着与外界接
触增多，村民也拓宽了打拼创业
的眼界，在禁止发展规模化养殖
产业的前提下，村民符金城种植
了水果椰子、波罗蜜共计 20余
亩；村民符国清利用自家将近30
亩的木豆基地，套种了将近20亩
的山兰稻。此外，还有一些村民
铆足劲发展林下养蜂、益智种植
等产业，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

（本报牙叉9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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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山路蜿蜒，汽车在崇山峻岭间
盘旋行驶。9月3日午后，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走进国家公园，探访热带
雨林”全媒体采访团从白沙黎族自
治县县城出发两个多小时后，终于
抵达此行的目的地——白沙南开乡
高峰村。

采访团成员跳下车准备联系帮
扶干部时，却发现手机信号齐齐消
失。“村里信号一直这样，断断续
续。”高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吉
承良站在村委会办公楼前朝采访团
挥了挥手，正是担心电话联系不上，
他早早便等候在此。

“走，我先带你们去村里转一
转。”吉承良大踏步走在前头带路，
采访团顺着村道转了一圈，发现这
里与想象中的偏僻村庄并不太一
样：路不算烂，房子不算旧，除了通
信网络“掉链子”，该有的基础配套
设施几乎一应俱全。

“要是再早几年过来，村里可不
是这般模样。”吉承良介绍，过去高
峰村曾被列为白沙的深度贫困村，
村民们大多住着泥墙铁皮顶房屋，

“一间瓦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
当”是村里的真实写照。

直到2015年，高峰村下辖的道
银、坡告2个自然村依旧不通公路、
不通电力、不通通信网络。常规的
扶贫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有关部门及学者反复论证，2个
自然村30户村民最终于2017年元
旦搬出“穷山窝”，迁址至30多公里
外的银坡新村。

至此，高峰村仅剩下方通、方佬、
方红3个自然村118户498人。

近年来，帮扶干部们努力筹措
资金改善高峰村人居环境，但村民
生活条件的改善却始终有限。“我们
村位于鹦哥岭腹地的南渡江源头，
打猎、砍树等传统生产方式不被允
许，规模化的养殖产业也难以开
展。”吉承良坦言，再加上交通不便、
过于偏远，产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
效益。

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矛
盾如何化解？2019年9月，位于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
的方通村、方佬村、方红村被纳入首
批搬迁试点，终于让村民们看到了
新希望。

当天到访高峰村村民符秀梅家
中时，她正坐在自家院子里，盯着手

机上儿子给她发来的照片，脸上止
不住的笑意。

照片中是一排排红白相间的二
层小洋楼，坐落于约60公里外的牙
叉镇茶园路北侧。今年10月，符秀
梅一家将会与高峰村另外117户村
民一起搬迁至此。对于她而言，这
一刻已经期待了太久太久。

符秀梅一家共有 10口人，两
个儿子早早成家，带着媳妇、孙子
在白沙县城租房定居，另一个儿子
几年前也已外出打工，逢年过节才
会回家一次。偌大的老式平房里，
如今只剩下符秀梅和丈夫符桂连
两人独守。

“高峰村离县城太远了，往返一
趟得4个多小时，孩子们平时根本
不愿回来。”符秀梅还记得，几年前
孩子们难得回来一次时，3岁的孙
子突然发高烧昏迷不醒，急得一家
老少哭作一团。

“就算去乡卫生院，至少也得两
个钟头，真怕他出什么意外。”符秀
梅说，尽管那一次有惊无险，孩子们
却明显心里有了“阴影”，回来的次
数越来越少。

符秀梅渴望与儿孙团聚，得知
高峰村将要启动生态搬迁时，几乎
是第一个投下了赞成票。“我隔段时
间就让儿子去安置点拍点照片发过
来，你看，这是前几天刚拍的，安置
房都已经盖好了，旁边还有村民广
场和酿酒房，漂亮得很。”让符秀梅
欣喜的是，他们一家10口在安置点
共分到了3套房子、100亩橡胶林和
10亩耕地，比老村的条件要好得多。

隔着手机屏幕，符秀梅眼看着
安置点的房子“由矮变高”，默默倒
数着搬迁的日子。

高峰村村民符进海则会借着每
周五去县城白沙民族中学接女儿放
学的空当，特地去安置点转悠转悠。

4.7公里，这是从安置点到白沙
民族中学的距离，符进海骑上摩托
车只需十多分钟便能跑个来回。“以
后接女儿放学，也不耽误我干农活
了。”符进海说，高峰村到县城没有
班车，每次他都得骑摩托车接送女
儿，一趟往返下来，当天的农活也就
全耽搁了。

符进海口中的农活，是30多亩
橡胶和益智，一年干到头，收入也才
勉强过万元。

“之前养了几头猪和鸡鸭，但高

峰村太远了，根本没有人上门收
购。”符进海的肩上担着3个孩子的
费用，这些年他一直想发展些更能
挣钱的产业，但囿于高峰村地处核
心保护区这一特殊情况限制，只能
作罢。

帮扶干部上门动员生态搬迁
时，符进海提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后
续产业规划情况。

“产业方面你们尽管放心，我
们不仅每户按人口分配了林地、耕
地，还会成立合作社，并预留村集
体建设用地用于发展旅游、商业等
后续产业。”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这
段话吉承良已经数不清自己到底
讲了多少遍。

在帮扶干部的反复释疑解答
下，符进海和其他村民一样，从刚开
始的犹疑，到渐渐放宽了心。“虽然
故土难离，但只有搬下山，生活才有
奔头。”对于搬下山后的生活，如今
符进海早已有了自己的规划，“听说
蘑菇产业前景不错，搬到新村后我
想试试，那里离县城近，销路一定不
用愁。”

“目前，我们已完成青苗清点和
补偿款发放工作，安置点建设已完
成总工程量的84%，预计9月底可
达到入住条件，接下来按照村民的
意愿，将从10月开始陆续搬迁。”吉
承良介绍，除了扶持发展产业，接下
来他们还会通过优先就近安排就
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举措，实现
整村搬迁“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有保障”。

等到3个自然村118户498人
全部搬离，届时高峰村原址将以自
然生态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逐
步恢复区域生态涵养功能，为野生
动植物“腾挪”出更多生存栖息的空
间。 （本报牙叉9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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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生态搬迁

2019年9月启动白沙南开乡高峰村下
辖的方通、方佬、方红 3个自然村 118户 498
人的整体搬迁，预计2020年完成分两步实施

预计2021年
全部完成搬迁

第一步

对保护区内剩余的 8 个自然村 352 户
1387人实施生态搬迁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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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高峰村生态移民安置点。本报记者 袁琛 摄

9月3日，在白沙银坡村，青少年打篮球锻炼。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俯瞰位于大山深处的白沙高峰村。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扫二维码，看白沙高峰村生态
搬迁相关视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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