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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搭好了，登台唱戏的主角非村
民莫属。

去年“五一”假期前夕，三派村村民吉
亚红在自家门口办起了王下乡第一家农
家乐。虽然连块像样的招牌都没有，但农
家乐门前的茅草凉棚里布置得有模有样，
吉亚红摆上了牛皮凳、黎锦、藤编等黎族
特色老物件。

“游客来吃饭，吃的都是我们这里的
家常菜。”原本还担心游客吃不惯的吉亚
红，最忙时一天竟接待了16桌客人。这
让他顺势而为，继续开起民宿、卖起特产。

截至目前，吉亚红一家靠这碗“旅
游饭”，实现纯收入 24万元，成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致富创业典范。

见有甜头可尝，家住浪论村的刘桂芳
也开了一家农家乐，不仅如此，她还拉着
村里妇女组建了一支文艺队，为游客表演
黎族歌舞。

“歌舞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歌词
也是有感而发自己创作的。”刘桂芳说，
过去她们唱歌跳舞，是为了自娱自乐，如
今她们表演一场就能挣上千元，这让大
伙热情高涨——从开农家乐、办民宿、卖
特产、表演歌舞，到在村里的民宿、餐厅
务工就业……王下人以各种形式自发参
与到“吃住游购娱”的旅游服务产业链
中，村民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主体
力量。

从去年“五一”假期至今，王下乡已有
14户村民发展农家乐和民宿，实现户均
增收8万元，32户村民通过销售牛皮凳、
黎锦、蜂蜜等特色产品，户均增收1.6万
元。

村民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了，集体资
产的创收也提上日程。王下乡统筹整合
浪论村的24.6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
洪水村的船型屋等文化资产，入股企业，
打造特色民宿和黎族船型屋遗址文化园
等项目，让闲置的村集体资产也跟着“活”
起来。

一波波游客朝山里涌来，王下人的苦
日子变甜了，但王下乡又好像一切都没
变。

“我们拒绝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整个
旅游化改造过程甚至只有不到半年时间。”
杨荣辉说，这一切得益于“两就两化”和“三
护五变”的工作思路，即坚持就地取景、就地
取材，注重村民生活旅游化、村民生活场景
景区化，以及保护好各村的原生态环境、原
生态文化、原生态民风民俗，实现乡村变舞
台、村民变服务员、百姓变演员、田园变市
集、特产变文创产品。

在杨荣辉看来，打造乡村旅游主题IP
离不开对本地文化内涵的挖掘，而只有保
护好村庄原有格局、肌理与风貌，王下乡
的文化故事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事实上，王下乡可以盘活利用的存量
资源，远不止黎族文化和黎家生活场景。

“我们还拥有雨林风光和考古文化，
包括十里画廊、皇帝洞等景点。我们不仅
要将资源转化为资产，还要进行高效转化，
让当地的生态‘高颜值’和经济‘高产出’相
得益彰。”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表示。

眼下，随着“黎花里”文旅小镇一期项
目实现稳定运营，王下乡正加快推进“黎
花里”文旅小镇二期、三期工程建设，期望
通过分阶段、分步骤规划，建成黎乡田园
观光区、黎族文化体验区、河谷秘境体验
区、热带雨林民宿区，让当地生产、生活、
生态在一体化布局下真正实现“三生融
合”。

（本报石碌8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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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家底”
抛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乡村旅游成最佳切入点

如何脱颖而出
黎族文化是核心吸引力，但黎族风情并非王下乡独有

故事远未结束
王下乡可以盘活的存量资源，远不
止黎族文化

总策划：曹健 罗建力 齐松梅
执行总监：许世立

主编：孙婧
版面设计：张昕

检校：卫小林 王赛
H5统筹/文案：许世立
H5制作：杨千懿
视频文案：孙婧
视频剪辑：吴文惠
视频配音：傅人意

（视频素材由昌江融媒体中心提供）

打造文旅小镇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历经
资本浪潮后，不少地区的文旅小镇早已呈疲
软同质之势。而王下人一开始也不无担忧：
这里山高路远，真能吸引来游客？

“当然可以。”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兼秘书长林青说，自2017年底首次到访王下
乡，她便对这处偏远黎乡持续保持探究的热
情，几乎每个月都要在海口与王下乡之间往
返好几趟。在她看来，纯正的黎族文化就是
王下乡最吸引人的地方。

可黎家风情并非独有，王下乡如何从海
南众多黎族地区脱颖而出？“我们决定将这件
专业事交给专业人去做。”杨荣辉认为，黎族
文化是王下乡发展旅游产业的核心吸引力，
让身为文化创意工作者的林青参与其中再合
适不过。

由旁观者变身总策划师，打造具有品牌
辨识度的乡村旅游主题IP——“黎花里”，就
是林青给出的对策。

“‘黎’即黎族文化，‘花’寓意美好，同时
也借指木棉花这一昌江独特的旅游文化标
识。”在她看来，这一主题IP，通过新的语境
与表达方式，不仅让传统文化披上年轻的“外
衣”，更提炼出了让游客一眼就能记住的文化
符号。

王下乡“黎花里”文旅小镇一期项目，以
“一步一里一风情，一草一木黎家情”为主线，
将三派村、洪水村和浪论村3个分散的村庄
串联，打造出立体式、多维度的旅游体——

“黎花三里”，并在保留黎乡的本色、本味、本
真前提下，培育乡村旅游新场景。

比如拥有海南保存最完整的船形屋群落
之一的洪水村，在村民整体生态搬迁后，常年
无人居住的茅草屋一度破旧倒塌。在该村进
行旅游化改造的过程中，这些茅草屋得以修
复，升级成为现代化的特色主题民宿，更增设
了多媒体声光电沉浸式体验。

“一到晚上，闪烁的激光灯就会在稻田

里、茅草屋顶上投射出萤火虫、黎族图腾等，
比城里的夜景灯光秀还要好看。”来自海口的
游客谢杰，正是被“黎花里”这个名字所吸引。

当他驱车3个多小时来到王下乡时，发
现“黎花里”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代表一次
又一次的全新体验，“我到三派村逛了七彩梯
田、‘诗画书’咖啡驿站、黎花集市，去洪水村
感受了黎族金字形茅草屋的传统建造技艺，
浪论村的阿嫂们更是个个能歌善舞。”

谢杰的感受，在林青的意料之中，“从一
开始，我们就希望将‘黎花里’这一无形的IP
进行场景化呈现，赋予游客直观、感性和沉浸
式体验。”

而围绕黎族元素进行的文化创意开发，
则将“黎花里”包装得更为新潮。“目前我们已
开发出抱枕、帽子、笔记本、布袋等一系列精
巧且实用的文创单品，受到不少游客的欢
迎。”在林青看来，文创以一种年轻化的叙事
方式，让黎族文化“潮”起来，无疑满足了游客
多样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实际上，在这一旅游化改造过程中，王下
乡只投入了3000余万元的财政资金，用于拓
宽进山公路、补齐“五网”短板等。

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快发挥“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海南客栈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一批优质文旅企业循声而来，累计投资
2000余万元，打造出浪悦黎奢主题民宿、黎
山麓驿站、山兰酒作坊、黎家生态餐厅、浪悦
咖啡驿站等文旅项目。

去年“五一”假期，王下乡“黎花里”文旅
小镇正式对游客开放。至今，该乡旅游收入
已超600万元。

“我们摒弃过去由政府大包大揽、直接拨
款的传统做法，把市场、社会能办的事交给市
场和社会。”杨荣辉认为，王下乡坚持“政府主
导、市场化建设、专业化运营”模式，让政府、
专家、企业找到各自的角色定位，合力搭好乡
村旅游这座“戏台”。

地处霸王岭腹地的王下乡，曾是海南最
贫困的乡镇之一。

穷到什么程度？“一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
年代，不少村民还穿着树皮衣，采松脂做火把
照明。”家住王下乡大炎村的林亚公还记得，
为了填饱肚子，村里家家户户都会上山打猎，
砍树种山兰稻，但吃不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这种吃穿用度几乎全仰赖大山供给的生
产生活方式，给当地生态带来的影响很快显
现。到2006年，王下乡森林覆盖率仅55％。

靠山吃山，越吃越穷，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双双“失守”，让王下人痛定思痛，开始谋求
新出路。

2007年，王下乡在全省率先实行生态
补偿机制，同时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
过山林防护网格化管理，逐步踩住生态破坏
的“刹车”。

这一年，林亚公领到396元的生态补偿
金，约占王下乡年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不
光是生态补偿，政府还通过技术引进和资金
扶持等办法，动员我们发展橡胶、槟榔、沉香、
花梨这些特色产业。”林亚公说，自从生活有
了保障，乡亲们开始丢弃刀耕火种的生产方
式，全民守林、全民护林也渐渐成了一种自觉
行动。

2018年底，王下乡获评全国第二批、全
省唯一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到2019年底，王下乡实现全乡脱贫，
当地森林覆盖率也提高至98%。

“生态与经济双双‘增值’，这让我们更加
意识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可转化、可
并存、可促进。”在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时任昌江县委书记
的黄金城看来，既然路子选对了，就不光要坚
持走下去，还要把路越走越宽。

要拓宽“两山”的转化通道，王下乡就
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家底”。“过去，我们
局限于对王下乡土地的平面化开发利用，
这里的青山、绿水、清新空气，以及村庄的
历史文化底蕴等资源，几乎都处于闲置状
态。”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辉认为，王下乡
作为一个包含生产、生活、生态的复合空
间，客观上具备旅游、休闲、教育、养生等服
务功能，各种资源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进
行系统开发。

而发展横跨一二三产业、兼顾生产生活
和生态的乡村旅游，无疑是最佳切入点。

基于这一思路，王下乡以建设“中国第一
黎乡”为目标，将平面规划向立体空间规划全
面延伸，打通村与村之间的地域界限，打破一
二三产业之间的壁垒，将全乡产业发展与生
态保护、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进行
一体化布局，绘制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立体蓝
图”——“黎花里”文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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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黎花里”

▲王下乡“黎花里”文旅小镇提供的黎族特色饭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游客参与王下乡“三月三”节日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游客在昌江王下乡“黎花里”小镇留影。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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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林亚
公过去这一年在
乡里见到的人，
比过去几十年加
起来还要多。

“这里一穷
二白、山高路远，
谁愿意来？”林亚
公所在的昌江黎
族自治县王下
乡，曾是海南最
贫困的乡镇之
一。曾经，年轻
人在外不敢说自
己是王下人，许
多老人甚至一辈
子也没走出过深
山。

然而从去年
“五一”假期至
今，这座毗邻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的偏远黎
寨，却累计涌入
游客约10万人，
一跃成为我省人
气最旺的乡村旅
游目的地之一。

蜕变何以发
生？在王下人看
来，答案就藏在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以下
简称“两山”）这
句话里。

王下乡洪水村旁的百亩良田。
陈祥勇 摄

▼王下乡的十里画廊风光。
（昌江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