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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瑶

5月19日午后，原本正是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三弓村什吉村小
组村民高育陶的农忙时间，听说海南
日报记者到访，这个45岁的农村汉子
特地抛下地里的活计赶回了村里。

“记者同志，你能在报纸上给我征
个婚吗？”

刚见面，高育陶便单刀直入地提出
这一要求，让人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

“育陶打了大半辈子光棍，早就想
娶媳妇了，但以前条件差，没有成家的
底气。”站在一旁的什吉村小组组长高
和精对高育陶的心思了然于胸，赶紧
接茬解释，“这不，前段时间他刚住进
新房，买了新车，手里还攒了100多万
元的存款，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黄金
单身汉’。”

高育陶的新房可不简单——这是
一幢青瓦白墙、黎族船形屋顶造型的二
层轻钢结构小别墅，出自国际著名乡村
农房设计师谢英俊之手。“这房子既漂
亮，还抗风抗震，关键是我住进来没花
一分钱。”高育陶说，他的一系列奇妙遭
遇，均要从北京探戈坞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探戈坞公司）的入驻说起。
2017年，探戈坞公司看中保亭的

地理区位及生态环境优势，决定在此打
造建设探戈坞魔幻谷旅游项目，并将什
吉村作为旅游区的门户入口社区。

“旅游区开发是个大工程，我们决
定将第一枚棋子落在什吉村的美丽乡
村建设上。”在探戈坞公司负责人张文
颖看来，要想打造一流景区，首先得让
景区里的社区居民有收获感，这样才
能实现合作共赢。

张文颖的想法，可谓点到了什吉
村村民们的心坎上。

“这些年村民们主要靠冬季瓜菜
和槟榔种植为生，收入刚够温饱，村里
的房子也多是90年代建的平房，不少
早已成了危房。”高和精说，什吉村离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大概5公里
远，这些年眼看着该景区周边村庄吃
上旅游饭，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真是
打心眼里羡慕，“所以当得知有企业要
来村里打造景区时，大伙儿第一时间
纷纷投了赞成票。”

村民们之所以爽快投下赞成票，
既是想早点吃上“旅游饭”，也离不开
企业给出的条件足够“诱人”——不仅

让全村56户村民免费住进整齐划一
的别墅，出资对村庄进行路网、污水管
网等基础配套设施改造，以每亩4万
元的青苗补偿价格和每亩每年1500
元的租金对村民们的坡地进行流转租
赁，村民们还将获得景区10%的股份
收益分成和一批就业岗位。

“我家共有27亩坡地，原先种了
一些槟榔，但这两年黄化病闹得严重，
收成一直不算好。”高育陶按照探戈坞
公司给出的条件算了一笔账后，当即
决定将土地全部流转，每年可获得4
万多元的租金，光青苗补偿便一次性
入账108万元。

今年春节前，高育陶和其他55户
村民正式搬进新房。不久前，高育陶又
添置了一辆新车。“探戈坞公司给村里
修了柏油路，小轿车能直接开到家门
口。”高育陶说，如今他房、车双全，终于
有了底气开始琢磨自己的婚姻大事，

“我都想好了，景区建起来后，我要在村
里开一家小卖铺卖旅游特产，店铺交给
老婆打理，我再到景区找点其他的活儿
干，今后这日子过得不会差。”

期盼景区早日建成运营的，不止
高育陶一个。

眼下，张文颖每次到什吉村去，都
有不少村民来向他打听景区什么时候
才能建好。

“村民们比我们还着急，我们也不
能辜负了大伙儿的期待。”张文颖表

示，目前，保亭探戈坞魔幻谷旅游项目
正处于前期开发准备阶段，他们也将
协同有关部门加快项目建设进展，带
领村民们早日吃上“旅游饭”。

（本报保城5月20日电）

保亭什吉村引进企业打造旅游景区，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56户村民免费住进了别墅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谢凯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别看外头太阳晒得很，但猪舍里
一整天都在控温控湿，不会超过25
度，屯昌黑猪在里头可惬意着呢！”5
月19日临近中午，在屯昌县南吕镇佳
塘黑猪养殖小区，对于自家黑猪的“生
活待遇”，屯昌黑猪养殖龙头企业——
屯昌天之虹生态农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之虹公司）有关负责人邓磊这
般打趣道。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
片树荫下，4座崭新的标准化猪舍依
次排开，与传统猪舍的“脏乱臭”相比，

这一猪舍外观整洁，且无明显臭味。
据悉，自上月投产以来，该企业将佳塘
黑猪养殖小区的功能定位为猪仔“保
育室”。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现今偌大的
养殖基地里只配备了2名管理员，婉
拒访客进入。当天，只见管理员将生
猪饲料投放在猪舍外围的塔状容器
里，再启动传输带，就这样将干性饲料
分批输送到每一排猪舍的每一个食槽
里。

邓磊介绍，当屯昌黑猪猪仔长到
25天断奶时，个头重量已有13至15
斤，就会被送到这里进行保育。目前，
保育室已迎来2000余头猪仔，大概保

育1个月之后，黑猪长至30斤左右，
才会被配送到各个养殖区进行育肥。

“每个成长期，黑猪的饲料营养成
分不一样，喂养量也有所区别。当育
肥到6个月以上时，我们要保证每头
猪每天的食量为6斤左右。”他补充
说，当屯昌黑猪养至10个月以后，个
头长至240斤左右时，才会陆续出栏
被屠宰上市，最终走向广大消费者的
餐桌。

“猪肉不仅要讲究健康营养，肥瘦
适宜，对于养猪的粪污处理，我们也从
不含糊。”邓磊底气十足地指着养殖小
区衔接猪舍的水泥沟渠介绍说，通过
沟渠引流，能将猪舍的粪污及沼液集

中至专门区域，再加以草梗、木屑等进
行发酵，不仅能达到生态循环零排放
的要求，还可以制造生态有机肥，进一
步提升屯昌黑猪养殖的附加值。

屯昌县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吴达雄
介绍，多年来，当地农户多以玉米、稻
谷、木薯、花生饼、米糠等组成的农家
饲料用于喂养屯昌黑猪，屯昌黑猪也
以皮薄、肉嫩、味香等特点赢得了不少
食客的青睐，尤其是荣获“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荣誉后，屯昌黑猪产值进
一步提高，助农脱贫增收成效明显。
经初步统计，2017年、2018年，屯昌
黑猪每年出栏量均超过20万头。

近两年来，在屯昌有关部门的扶

持下，在天之虹等数家黑猪养殖企业
的带动与帮扶下，力推“企业+村集
体+农户”的合作模式，现已在屯昌全
县各村庄建成百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
生态养殖基地，助农增收成效明显。

为长远发展好屯昌黑猪产业，近
年来，罗牛山屯昌现代循环农业示范
基地项目、屯昌天之虹南坤种猪场项
目、屯昌黑猪屠宰和食品加工项目等
相继落地开工或投产。其中，天之虹
屯昌黑猪“可视化”加工车间也已获
批，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每年屠宰40
万头生猪的需求，还可加工制作2.4
万吨猪肉食品。

（本报屯城5月20日电）

屯昌企业打造集饲料、育种、育肥、屠宰加工于一体的黑猪产业链

把控种养品质关 念活生态养殖经

琼中举办首届蜜蜂文化节
本报营根5月20日电（记者李梦瑶）今年5

月20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四个“世界蜜蜂日”，当
天，以“小蜜蜂·托起乡村振兴大梦想”为主题的
2021年“世界蜜蜂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
场活动暨首届蜜蜂文化节在该县百花岭热带雨林
文化旅游区举行。

一场文艺表演拉开了当天的活动序幕。身着
黎族苗族传统服饰的蜂农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献
上《欢乐的节日》《蜂农的喜悦》等歌舞表演，不少
游客也兴致盎然地与蜂农对歌，并携手欢跳竹竿
舞，场面欢快而热烈。

让游客慕名而来、蜂农喜上眉梢的琼中蜂蜜，
是琼中近年来打造的拳头龙产品之一。

“琼中地处五指山区腹地，是一个难得的优质
蜜源地，可以酿造出富含100多种营养物质的天
然百花蜜。”琼中科协副主席邓群青介绍，该县通
过“农技协＋合作社＋企业＋科普示范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已成功打造15个养蜂
科普（扶贫）示范基地，成立19个养蜂合作社，全
县养蜂农户达4000多户，累计养蜂6.1万箱，今
年蜂蜜产量预计将达90万斤，产值4500万元，

“今后，我们还将建立中华蜜蜂指纹图库这一琼中
蜂蜜标准体系，进一步提升琼中蜂蜜的品牌影响
力。”

为提升琼中蜜蜂文化节的影响力，本次活
动将持续至6月底，期间还将举办电视台主持
人探蜜行、蜂爱好者蜂场探蜜、蜜蜂文化进校
园、琼中蜜蜂科普研学、琼中蜂蜜进社区和
2021“琼中山宝”旅游伴手礼创意设计大赛等
活动，让蜂蜜产业与健康、旅游产业相结合，助
力乡村振兴建设。

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大联动
海南分会场活动举行

舞动太极风采
展示太极魅力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王黎刚）5月19
日，2021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推广展示大联
动海南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全省1000多名中老
年太极拳爱好者欢聚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东西湖广
场，舞动太极风采，交流太极情缘，展示太极魅力，
彰显良好风貌。

5月是全民健身月，本次大联动活动由省
旅文厅主办，省老年人体协承办。展示活动在
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爱好者们分别展示了
24式简化太极拳、杨式28太极扇、健身气功八
段锦、28式太极拳、杨式太极刀、越野行走手杖
操等项目。爱好者们整齐划一的动作，把太极
拳中正平稳、舒展大方、行云流水的特点表现得
淋漓尽致。

太极拳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健身功效，在推进全
民健身中具有重要作用。此次活动的开展为我省
广大太极拳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

中国好声音琼中赛区开唱
本报营根5月20日电（记者李梦瑶）5月19

日晚，椰牛·2021中国好声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赛区决赛在该县虎岭文化大舞台举行，23组选
手火热开唱，争夺晋级省赛资格。

当晚，琼中虎岭文化大舞台热闹非凡，随着
《九儿》《阴天》《狼》等歌曲伴奏响起，现场歌迷
情不自禁报以阵阵掌声。“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
《中国好声音》，听说比赛办在家门口，我第一
时间就拉着朋友赶过来围观。”家住琼中县城的
居民王伟说，比赛不仅为身边热爱音乐的朋友
提供了展示才艺的平台，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

现场评委、海南著名唱作人杨文强注意到，当
天不少选手选择演唱极具特色的黎族苗族民歌，
表现很是亮眼，“我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少数民族
歌手坚持学习、打牢基础，踊跃报名参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经过评委打分、网络投
票，最终琼中赛区8名歌手成功晋级中国好声音
全国海选·海南赛区省赛。

本次大赛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新大食品有限公司
总冠名。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计
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柴文
娅）分拣、称重、装箱、打包……5月
20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火
山荔枝王分拣中心一派繁忙景象，
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对火山“荔枝
王”进行分拣，称重。随后，一颗颗
火红饱满的“荔枝王”被发往全国各
地。这是海口火山“荔枝王”今年首
次批量上市，拉开了一年一度“荔枝
王”销售的序幕。

早上7时，永兴镇建群村委会
昌坦村种植户廖至敬便带着自家凌
晨采摘的300多斤火山“荔枝王”来
到分拣中心，这也是他家今年第一
次批量采摘出售。“我家种植了40
多亩的火山‘荔枝王’，近几天相继
开始成熟采摘，每天可以采摘500
至800斤左右。”廖至敬说，今年产
量跟去年持平，预计有9万斤，“目
前的收购价还不错，相信今年又是

一个丰收年。”廖至敬笑着说。
“这是我们火山‘荔枝王’今年首

次批量采摘上市，今天共收购1万
斤，除了发往北京、深圳、上海、浙江
等地外，还将通过冰镇果篮、鲜花定
制等模式进入海口市场，让市民游客
品尝到今年第一口火山‘荔枝王’。”
秀英区青农创业园总经理、“南海乡
土人才”黄时京介绍，从本月15日起，
永兴镇“荔枝王”逐渐开始成熟上市，
受到了市场欢迎，收购价一度高达38
元一斤，如今，随着“荔枝王”批量上
市，市场均价维持在30元一斤左
右。目前，海口火山“荔枝王”预
销售达到10万个订单，
预计销售额约1000
万元。

当天上午，
活动现场还举
办“荔枝王”
创意展和

“直播带货”等活动，“荔枝冰盘”
“520荔枝王果篮”“永兴阿美姨特色
清补凉”等系列产品以超高的颜值吸
引了众多人的目光。“今天的‘520荔
枝果篮’产品，已经被不少情侣预
定。”黄时京介绍，他们今年尝试用好
荔枝产品讲好故事，扩大火山“荔枝
王”的品牌宣传，打开市场新销路，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为荔枝产业赋能。

据介绍，“荔枝王”又名“紫娘
喜”，母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永兴

镇，现已广泛被引进到广
东、广西等荔枝产区种
植。该品种果实如鸡
蛋大，单个重量可达
60 克以上，皮呈紫红
色，果肉嫩滑多汁，上
市比妃子笑晚，今年，
秀英区荔枝种植面积
为 25137 亩，荔枝王

就占到22172亩。

海口火山“荔枝王”批量上市

海口举办婚庆旅游节
发布五大“网红”打卡点和精品线路

本报海口5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熊丽）5月20日晚，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主办的2021海口“山盟海誓 爱在海口”婚庆
旅游节在海口世纪公园广场启动，现场发布了海
口婚庆旅游五大网红打卡点和5条精品线路。

活动现场热闹有序，模特们身着各类风格的
唯美婚纱给市民群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9对
新人的集体婚礼奉献了一场浪漫大戏，现场还举
办了婚纱摄影、民谣演唱等活动。

活动现场发布了海口婚庆旅游五大“网红”
打卡点和5条精品线路，五大“网红”打卡点分别
为：云洞图书馆、海口火山口公园、西海岸带状
公园、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及骑楼老街，发布
的5条精品线路分别围绕五大“网红”打卡点专
门设计。

据了解，本次婚庆旅游节将持续至6月18
日，期间，海口市旅文局将联合阿里巴巴共同助力
商家推出多种定制产品。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以“山盟海誓 爱在海口”婚庆旅游节
打造海口婚庆旅游基地，旨在提升海口作为婚庆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打造富有海口特色的文旅
IP新形象。

⬆ 荔枝分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5月19日，市民前往海垦红明农场公司荔枝园采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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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吉村一景。本报记者 李梦瑶 摄

荔枝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