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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安心出游，疫情防控不
容忽视。出示健康码、体温监测、
实名登记……在进入澄迈各旅游
景点前，防疫流程依次得到落实，
确保游客和市民健康安全。同时，
各景点也提前配备充足的防疫用
品，并对公共接待设施和场所进行

清洁消毒。
与此同时，为切实保障国庆期

间澄迈文化旅游市场安全稳定，9
月28日，澄迈县旅文局联合该县公
安局、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等部
门对网吧、歌舞娱乐场所开展了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扫黑除恶、禁毒

检查活动，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责令立即整改，确保节日期
间文化市场文明有序、安全稳定。

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澄迈严
格监管旅游市场，监督旅企诚信守法
经营，严把服务质量关，切实提高服

务品质，让广大游客安心畅游之余，
能更好地激活澄迈旅游消费的各
个环节，创造国庆期间住宿、餐饮、
购物等相关旅游收入，有效带动澄
迈节庆旅游消费提质增效，展示澄
迈“富硒福地·长寿澄迈”全域旅游
品牌形象。（本报金江10月8日电）

做好服务 打造安心假期

国庆期间澄迈精心策划活动，严格监管市场，做好旅游服务

乡村游 乐悠悠

“今年全家首次集体
出游，体验到那么多好玩
的项目，还品尝了很多本
地特色美食，真是不虚此
行！”10月5日，在澄迈县
大丰镇福丰约亭古镇乡村
旅游点亲子全家欢乐营活
动现场，来自辽宁抚顺的
游客王盈盈不禁感叹道。
该活动将旅游、文化、体
育、农业、美食充分融合，
吸引了 1000余名自驾车
游客和亲子家庭参与。

澄迈大丰镇亲子全家
欢乐营活动的火爆是国庆
期间澄迈乡村旅游的一个
缩影。澄迈精心策划假日
旅游文化活动，严格监管
旅游市场、做好旅游服务，
“十一”黄金周期间，澄迈
各乡村旅游点均迎来客流
高峰。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水上抓鱼、亲子家庭DIY叶拓
制作、彩妆徒步、趣味农耕知识科普
……国庆期间，澄迈大丰镇才存村、
福丰约亭古镇两个乡村旅游点围绕
亲子游、乡村游，为游客们奉上10余
项丰富有趣的亲子欢乐体验大餐。

“国庆头天人最多，科普园仅

门票收入就有3万元，入园达3000
人次。”大丰镇福丰咖啡山庄科普
园负责人符传遥笑道，山庄内配套
有摇晃网红桥、彩虹滑道、UTV越
野车、小火车、泡泡大作战、愤怒的
小鸟等多项亲子互动游玩娱乐项
目，玩法趣味多，适合全家出游，成

为不少家庭国庆“溜娃”的目的地。
这个假期，澄迈福山镇保良村

同样热闹非凡。乡野星空露营、古
村生态良集、童年野趣乐园、大自
然魔法师、古法咖啡品鉴沙龙、稻
田音乐会、古村摄影展等七大系列
活动，连续8天在此上演，国庆首日

就吸引上千人次参与。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国

庆期间，澄迈各乡村旅游景点广受
游客热捧，看禅寺古塔、游碧海长
滩，品福山咖啡，加上烤乳猪、生猛
海鲜、时令水果，乡村旅游成了消
费热点。

活动丰富 乡村旅游点火

乡村旅游中，观光采摘活动深
受游客喜爱。为打造“旅游+农业”
特色品牌，探索乡村旅游新热点，
澄迈大力发展观光采摘农业，打造
挖地瓜、品咖啡、摘福橙等一系列
乡村旅游品牌活动。

“乐乐，摘福橙，看镜头！”在福
山镇侯臣福橙采摘园，来自海口的
游客周新雨一手拿着手机给儿子录

像，一边鼓励儿子大胆探索大自然。
当下，正值澄迈福橙采摘季，周

新雨带着全家10多口人来澄迈“尝
鲜。”“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没走亲访
友，所以趁着这次假期，一家子好好
聚集，过次‘迟来的春节’。”周新雨说。

以咖啡闻名的福山，已建成一
处集生产、研发、观光体验一体的
福山咖啡体验中心。在体验中心，

游客可观赏咖啡豆从烘干、分拣到
烘焙、打包的全过程，并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动手炒制、包装属于自己
的“独家”咖啡。

在保良村，海口游客李雪与女
儿在活动方带领下，一起宣读“保
良乡约”后，便开始探索古村砖瓦
草木，参与以“发现古村之美”为主
题的艺术写生，寻找乡村当地废弃

木板或者石头进行绘画创作。傍
晚时分，一些游客在保良村搭起帐
篷，为夜晚的篝火晚会、烧烤以及
野趣体验游戏做准备。

“孩子回归自然，我们仿佛也回
归童年，感受乡野乐趣，很有意思！”
李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早在一
周前就关注了该活动并在线上报了
名，当天便带着全家人赶到现场。

采摘尝鲜 游客体验感强

澄迈聚焦·走向我们的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风扇“嗡嗡”吹，上万条蚕在吐
丝结茧，蚕房一角，有个人弯着腰，
将落在地上的蚕小心翼翼放回方格
蔟上。

他叫钟和良，是澄迈县福山镇
迈岭村村民。国庆期间正是蚕结茧
关键时期，钟和良顾不上休息，整天
在蚕房里与“蚕宝宝”为伴。“种田苦
了大半辈子，如今种桑养蚕能脱贫
致富，根本不算累！”

以前，钟和良和年迈且残疾的
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二人靠3亩多

水稻和瓜菜为生，收入微薄。2017
年，他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他在政府帮扶下建起了新
房、落实了医疗补助，还靠着在周边
打零工增加收入，顺利在当年底脱
了贫。

虽然脱了贫，钟和良一家的日
子依旧紧巴巴。虽想过出门打工，
但无人照顾母亲，钟和良又打消了
念头。今年初，迈岭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与村“两委”干部经过多次商
议，流转了村里43.5亩土地种上17
万株桑树苗，并把闲置的村小学翻
新改造成蚕房，打造种桑养蚕基地，
发展村集体经济。

“虽是头回听说种桑养蚕，但我
对这新产业有信心，不仅有专人指
导，参与管理每个月也有2000元收
入，养蚕还有额外分红，最关键是不
出远门。”钟和良说，种桑养蚕项目
由村里监督，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
管理，公司负责技术与销售，让他觉
得心里有底，第一时间报了名。

迈岭种桑养蚕基地被划分成4
个片区，每个管理员负责约 11亩
地。钟和良和村里其他3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成了基地管理员，负责给
桑苗浇水、施肥和养蚕等。

上岗前，技术员给每位管理员
做了相关培训。但钟和良负责的桑

苗地里石头多，易生杂草，桑苗没多
久就被杂草掩盖，让驻村干部一度
以为是他疏于管理。这样的经历，
让钟和良红了脸，也激发了他学技
术、种好桑苗的斗志。

今年5月，钟和良管理的桑苗长
到半人高、叶嫩肥厚，村中蚕房也改
造完成。钟和良便把2.8万只“蚕宝
宝”领回了家。每天早上6时到蚕房
喂蚕，再去桑树地里采桑，一天重复
四五次，没见过他说累。

“天热蚕容易生病，要及时处
理，避免传染。”“蚕房要保持通风，
夜晚要给蚕房开风扇。”“养完一批
蚕 就 需 要 把 蚕 房 彻 底 消 毒 清

洗。”……因为肯干勤思考，钟和良
已总结出一套养蚕心得，在照顾自
家“蚕宝宝”之余，他还时常帮助其
他管理员养蚕。

养蚕至今，钟和良已经养了7
批蚕，分红收入 3000多元。“日子
比以前好多了，家门口就业还能多
劳多得，以后发展教育基地，收入
还能再增加！”钟和良高兴地说，目
前，迈岭村正谋划将采桑养蚕基地
打造成教育基地，供幼儿园小朋友
及游客参观学习，未来还将制作文
创产品，延伸产业链，进一步带动
村民致富。

（本报金江10月8日电）

澄迈福山镇迈岭村村民钟和良种桑养蚕脱贫

增收要走“新丝路”

2020年海南省业余篮球公开赛落幕

澄迈七连胜夺冠
本报金江10月8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10月7日晚，2020年海南省业余篮球公
开赛在澄迈县体校灯光球场落幕。在当晚的决赛
中，澄迈队以76：71险胜海南师范大学队，以七连
胜斩获冠军，海南师范大学队收获亚军，海口队获
得季军。

据了解，本届省业余篮球公开赛在往年基础
上扩充至3站比赛，且首次在篮球群众基础深厚
的西部市县举办，除海口市外，乐东黎族自治县
和澄迈县都是首次承办该赛事。本届赛事共有
14支球队参赛，是参赛球队最多的一届，澄迈、
乐东、保亭以及高校球队海南师范大学、热带海
洋学院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均是首次参赛。此
外，本届赛事首次推出了赛事LOGO，有利于提
升赛事的品牌形象。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村里环境好、产业多，大家腰
包鼓，穷日子一去不复返！”10月7
日，在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保洁员
宋梅燕边打扫村道落叶边感叹现在
的好生活。

宋梅燕的乐观是随着近些年
孔水村的变化发展增长起来的。
孔水村下辖7个自然村，共611户
2400余人，村庄以丘陵地形为主，
长期以来村民都以种植橡胶为
主。但这些年橡胶价格不理想，农

民收入难以保障，孔水村一度被列
为贫困村。但在去年底，该村包含
宋梅燕在内的87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都已脱贫。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扶贫方式。”孔水村脱贫攻坚中队中
队长劳镫说，孔水村有贫困劳动力
205人，驻村干部加大发动力度和服
务力度，一边在村中开发公益性岗
位，一边帮助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宋梅燕是村里7名获得公益性
岗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她成
了村里的保洁员，每月有 1200 多
元收入。2018 年，海南东鑫橡胶

公司入驻中兴镇开办橡胶加工厂，
孔水村脱贫攻坚中队抓住机遇与
公司沟通，请求解决村内剩余劳动
力就业问题。当年，孔水村有 12
名贫困群众进入工厂工作，每月保
底工资 2800 元，公司还为贫困户
购买了养老保险等。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不少村民
外出务工成了难题。孔水村脱贫攻
坚中队结合老城开发区重点企业等
相关岗位需求，积极协调发动贫困
劳动力到开发区务工，点对点输送
贫困劳动力前往老城翔泰渔业有限
公司、深圳比亚迪股份公司实现就

业。同时为主动复产的16户贫困户
申请主动复产自救补助资金1.34万
元，为74人申请疫情防控期间外出
务工奖补资金3.2万元。

产业脱贫则是孔水村脱贫攻坚
中队帮助村民增收的又一有力举
措。2016年，孔水村委会成立黑猪
专业合作社，采取“村委会+公司+贫
困户”的模式发展黑猪养殖业。
2017年至2018年间，合作社每年出
栏黑猪两栏，实现贫困人口年人均
分红1571元。真金白银鼓了村民
的腰包，集体经济收入也实现零的
突破。截至目前，该合作社已经累

计分红197.93万元。
同时，孔水村采取“公司+贫困

户”发展模式，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215.43万元，与海南慧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海南远生渔业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玖叁陆咖啡产业有限公
司、澄迈乐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开
展合作，多元化带动贫困户发展，累
计分红33.05万元。

“大家脱了贫，村子发展也越来
越好，村路巷道都铺上了水泥路，村
村都通了路灯，种上了花草，日子越
过越美！”宋梅燕说。

（本报金江10月8日电）

澄迈县中兴镇孔水村通过抓产业、促就业实现脱贫

发展还靠“手脚勤”

切磋技艺 开展交流 共同进步

虹吸壶咖啡师澄迈“过招”
本报讯 （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10

月 4日，2020海南虹吸壶咖啡师冠军邀请赛在
澄迈县福山镇举办，来自省内各市县的24名咖
啡师参赛。

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参赛选手可任意
选择产于海南产区的罗布斯塔（中粒种）咖啡做比
赛用豆。初赛第一轮，24名选手经过比拼产生12
强；12强经过比拼产生6强决赛选手。6强选手
则经过第三轮决赛，产生冠、亚、季军和第4名至
第6名的排名。

本赛事旨在组织咖啡企业的从业人员、咖啡
技能人才开展互动交流、学习、竞赛，共同探讨海
南罗布斯塔咖啡的虹吸壶冲泡技巧，通过比赛进
一步提升海南咖啡从业人员的咖啡冲泡技术水
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高端咖啡服务。

澄迈启动
“百企帮百村”活动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日前，
澄迈县工信科局在该县金江镇中嘉商业街澄迈
消费扶贫专馆启动消费扶贫产销活动，组织“村
企”结对帮扶与贫困村开展“百企帮百村”产销
对接会。

活动现场，琳琅满目的扶贫产品吸引了中国
电信澄迈分公司、海口华能电厂等企业职工踊跃
选购，共同为决胜脱贫攻坚贡献一份力量，为稳定
脱贫注入持久动能。据统计，活动当天现场销售
额达到了3.9万元。

此次活动旨在拓宽消费扶贫渠道，进一步搭
建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消费扶贫，帮助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助推农村产
业升级提升，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助力贫困户
脱贫增收。

澄迈发布健康扶贫政策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日前，

澄迈县发布健康扶贫政策，凡经澄迈县扶贫办确
认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澄迈县民政部门核实
核准的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含孤儿）均
可享受该政策。

澄迈健康扶贫政策明确，符合条件对象可
享受政府代缴城乡居民参保金、政府代缴商业
医疗补充保险费、公立医院住院零押金、公立
医院住院零起付线，以及镇、村普通门诊免收
一般诊疗费等“五免”，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商业医疗补充保险、医疗救助、政府医疗兜底
专项资金等“五道防线”，还包括“一站式”即时
结算。

政策还针对30种大病、40种门诊慢性特殊
疾病病种，采取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
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策略。符合条
件对象就诊时，需携带扶贫手册（低保、特困人
员供养证或孤儿证）、合作医疗证（居民健康卡
或社会保障卡）、身份证或户口本到定点医疗机
构就诊。住院医疗费用经“五道防线”报销后，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对象患者个人自
付费用不超过 10%，农村特困人员医疗费用
100%报销。

澄迈开展第二阶段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为积极
倡导和大力推广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预防和控
制疾病，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日前，澄迈县“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第二阶段）”启动仪式在该县金
江镇绿地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上表演了篮球操、健美操、太极拳及
职工广场舞蹈等，展现积极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
精神风貌。现场同步开展了健康咨询、无偿献血、
爱心义诊等活动，向市民发放各种宣传资料等，普
及健康生活知识。

据了解，本次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三减三
健，全民行动，助力健康海南行动”为主题，开展涵
盖“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
体重、健康骨骼）、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心理健康
等内容的4个专项行动，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提升个人健康意识和行为能力，推动疾病
治疗向健康管理转变。

10月6日，一对母子游客在澄迈福山镇
侯臣采摘园采摘福橙。

10月6日，两位小游客在澄迈县福丰咖
啡度假山庄冲下彩虹滑道。

10月6日，小游客们在澄迈县福丰咖啡度假山庄欢乐的体验遥遥桥。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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