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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昌10月15日电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王天宇）“这次文昌行，让我对这座城
市有了更深的认识……”10月14日晚，参加中
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暨自贸港考察采风
行活动的江西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王少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昌是个人杰地灵
的地方，其旅游资源丰富，深刻体会到这座城市
的多元魅力。

说起海南，王少君对海口、三亚比较了解，对
文昌的印象只停留在航天发射基地。而这次踏足
文昌，他到访了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春光椰子
王国、张云逸纪念馆、文昌骑楼老街等。“文昌文化
底蕴深厚、人杰地灵，是海南闽南文化发源地，更
是宋庆龄和开国大将张云逸的故里。”王少君说，
文昌的旅游资源还是不错的，走在骑楼老街上，让
他了解到当年许多华侨海外归来，回到文昌投资
建楼，支持家乡建设。少有的中西合璧式南洋骑
楼，引起当时社会很大反响。

“江西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比如古色古香宋
城赣州以及红色资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王少
君觉得海南和江西有相同之处，古色资源、红色资
源都是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

王少君：

深刻体会到文昌多元魅力

江西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少
君发言。

本报文昌10月1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栋）“我很喜欢文昌这个城市……”15日
上午，泰州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经营管理委员会
主任杨勇在文昌媒体推介会上告诉记者，文昌有
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需要通过一些“沉浸式”的
旅游体验攻略，先产生向往，继而成为新的热门，
最终让来过的人念念不忘。

来自江浙地区的杨勇，对于一般的滨海观光
并不“感冒”，之前他也多次来过海南，但此次参加
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暨自贸港考察采风
行是他第一次来到文昌。“感觉挺有缘分的，春节
时打算带家人来文昌旅游，最终因为机票的缘故
未能成行。”杨勇笑着说道，看着之前做过的攻略，
他特意抽空去清澜港环球码头吃了一顿海鲜。

在未踏足文昌之前，杨勇对于文昌的印象大
多为航天城、宋庆龄故居、文昌鸡等等，而真正在
文昌走了一圈后，让他发现了这个城市更多的魅
力。相比泰州，杨勇直言文昌最大的优势就是自
然资源，同时文昌临近海口，毗邻机场，如何才能
做好城市推介，把文昌打造成海南旅游的第一
站？杨勇从媒体经验中提出一些建议，他认为文
昌景点多美食好，但缺少完整的旅游攻略，他希望
本地的媒体能够运用新媒体的手段，设计出多种
玩法，加强互动，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而感受
到文昌与众不同的风情，念念不忘 。

杨勇：

“沉浸式”旅游攻略
将文昌打造成热门城市

泰州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经营管理委员主
任杨勇发言。

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嘉宾近距离感受文昌生态人文之美

航天文昌 魅力侨乡

本报文城10月15日电（记者李佳飞）秋
风送爽，椰林飘香。10月15日，2021年中国
（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开幕之际，文昌媒体
推介会成功举行，40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主
流媒体代表齐聚文昌，了解文昌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感受航天椰乡的魅力。

见面会上，文昌市委副书记黄绍明代表文
昌市委、市政府对论坛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对长
期以来关心支持文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媒体记者
表示感谢。他介绍，2018年以来，文昌全市上
下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建
设，以毫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谋发展，用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求突破，办成了一批原来不敢想的
大事，解决了一批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例如建
设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既抓好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又统
筹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退养户长远生计难题，
成为打造全省近海养殖污染整改的样板。

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海岸线绵长，生态
环境优美，是海南三大古邑之一，享有“航天之乡”

“椰子之乡”“华侨之乡”等“十乡之城”的美誉。
近年来，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文

昌国际航天城作为海南“陆海空”三大科技城
和海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成为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航空航天产业、园
区建设、人才引进等方面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2020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1.42万户，同
比增长15.4%，中国绿发集团、福耀玻璃、华侨
城、佳兆业、宝能集团等30余家国内外500强
企业在文昌投资兴业。

构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是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有效路径，文昌向来高度重视、大胆探索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2020年，文昌市融媒体中
心受邀参加“首届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舆论引
导能力建设年会”，并入选全国县级融媒体中
心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突出案例。

“此次论坛聚集了众多媒体朋友，借此机
会，我们诚挚邀请大家多来文昌走走看看，多
来感受文昌的发展之美、生活之美、人文之美、
生态之美，我们欢迎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
有识之士来文昌共建自贸港、共享发展新机
遇！”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文昌10月1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陈栋）“我觉得文昌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蕴的
城市，椰子文化、宋氏故居等等，但目前挖掘的还
不够，文昌的城市品牌名片并不响亮……”中国广
告协会报刊分会会长梁勤俭告诉记者，如今文昌
航天城众所周知，但本土品牌走出海南的却寥寥
无几，这就需要媒体讲好文昌故事，在新市场环境
下打造网红产品。

“14号的时候，我去了文昌市龙楼镇的春光
椰子王国，亲眼见到一个椰子变化成椰子糖、椰子
饼等各类休闲食品的过程。”梁勤俭很惊讶，这么
好的产品在北京却很少见到，他建议可以创新一
些方式，通过手绘、卡通形象包装，短视频宣传，从
而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增加一些对年轻消费者的
吸引力，加大产品的竞争力。

“讲好文昌故事，讲好文昌美食故事，从文化
底蕴中找故事，从名人旧事中找突破点，这些方面
都可以做文章。”梁勤俭说，文昌众多的美食，都可
以尝试去打造网红产品，“奶茶能不能配文昌鸡？
在创新中与时俱进”。同时，本地各个品牌之间也
是相互孤立的，文昌鸡与春光椰子食品等各品牌
是否可以联名推出新产品，而文昌鸡该如何加工
改进，是不是可以像德州扒鸡一样，走出海南，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

梁勤俭：

讲好文昌故事
打造网红产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10月14日至15日，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在文昌举行，来自全国40多家媒体的嘉宾齐聚文昌清澜温德姆至尊
豪庭酒店，纵论媒体融合发展之道，并在与会期间深入考察文昌的航天城建设情况，近距离感受生态椰乡的魅力。

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文昌媒体推介会举行

齐聚椰乡共谋媒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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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媒体推介会现场。

红色人文
丰富旅游文化体验

由于受台风天气影响，原定在文昌的
考察路线几经更改。但不作美的天公并
未阻挡嘉宾们热情的步伐，大家利用休息
间隙，纷纷走访张云逸大将纪念馆等地，
体验文昌多样的旅游文化。

“江西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没想
到来到海南文昌也能参观到开国大将的
故里，红色人文资源让文昌留给人们的印
象更加多姿多彩。”王少君说。

据不完全统计，文昌有120多万华侨
华人、港澳同胞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
与地区，其中不乏政坛要员、商界巨贾。
海外侨胞不忘桑梓，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目前文昌市注册侨资企业70余家，涉及
酒店住宿、旅游服务、农产品加工等多个
行业。

“我们始终秉承‘尊侨、爱侨、重侨、护
侨’的理念，力争打好新时代‘侨牌’，助力
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何
欢宝说，迄今为止，文昌市已成功举办8届
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搭建起乡情、教育、
文化、经济合作交流的平台，成为文昌对
外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

大美文昌，美在深厚的历史文化，
美在如画的生态风光，美在高效便利的
营商环境，美在好客热情的文昌人民，
美在热心桑梓的海外侨胞。大众日报
融媒传播公司副总经理胡磊表示，一直
以来他都非常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
文昌的发展，感觉每次来都看到喜人的
变化，“相信文昌会越来越美，海南发展
越来越好！”

（本报文城10月15日电）

大国重器
助力文昌跨越腾飞

让江西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少君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媒体人都知道，火箭是大国重
器，中国第四座航天城落在文昌，这是
国家的战略部署，更是文昌的发展机
遇。”王少君说，虽然他没有进入发射
场，但来文昌之前，他就通过电视多次
观看在文昌执行的重要发射。

这一次，抓住中国（海南）媒体融合
发展论坛在文昌举办的契机，王少君专
程去了一趟文昌市龙楼镇淇水湾，远远
地注目发射塔架良久。“那里是文昌高科
技产业发展的开始，也是中国航天强国
梦再次起航的地方。”王少君说。

论坛开幕期间举行的文昌媒体推
介会上，文昌市副市长何欢宝介绍，依
托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的文昌国际航
天城，是海南“陆海空”三大科技城和海
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之一，是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除享有“零
关税、低税率”等自贸港政策之外，还享
有中央、海南省委重点支持的全面深化
改革、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园区建设、人
才引进等多方面的政策，正步入发展

“快车道”。
建设世界级的现代航天城，文昌区

位优势突出。泰州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
杨勇注意到，毗邻省会海口的文昌，距离
海口美兰机场和琼海博鳌机场都只有半
小时左右的车程，环岛高铁途经文昌辖
区，陆上交通四通八达。

“很多年前我就专门做过海南的旅
游攻略，选定了目的地文昌，因为这里不
仅有椰风海韵的生态美景，有铜鼓岭，有
沙滩，有海鲜、文昌鸡等美食，有宋氏祖
居、孔庙等人文景点，更重要的是，还有
独一无二的滨海航天城。”杨勇表示，文
昌未来可期，发展潜力巨大。

⬆媒体嘉宾在海南椰雕文化展览馆
考察采风。

⬆文南老街。

椰子之乡展
现侨乡生态之美

“太漂亮了！没想到用椰壳竟能雕刻
出这么逼真的动物。”14日一早，与会嘉宾
就来到位于文昌航天大道的海南椰雕文化
展览馆，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椰雕作品让
人目不暇接，大家连连赞叹。

耕牛犁地、百鹤呈祥、乌龟游水、文昌
鸡啄食……每一件作品都传递着浓浓的生
活气息，让人联想起日常生活和大自然中
的美妙场景，椰风海韵让人沉醉。

“海南椰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馆内讲解员介绍，海南椰雕文化展览馆以海
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椰雕工艺传承人、
海南首批“天涯工匠”之一的符史琼所制作
的椰雕作品为主，全面展示海南椰雕产品的
精湛技艺、历史传承以及镶嵌于椰雕作品中
独具海南色彩的椰风海韵与民俗文化。

在春光椰子王国，更是满满的椰子元
素。一走进大厅，就是一座巨型创意雕塑，
椰壳造型的球体悬挂于天花板，洁白如乳
的椰浆倾泻而出，灵动且富有美感，让人惊
叹不已。这是由春光集团斥资2.3亿元打
造的中国首座以椰子为主题的观光工厂，
椰王宫、椰美食制程廊道、椰艺阁、椰之春、
椰膳苑和御椰园六大特色景点，让人们了
解海南椰乡民俗文化的同时，还可近距离
观看椰子糖及椰子饼干的加工过程，大家

纷纷掏出手机，一边参观一边拍照。
“文昌文化底蕴深厚，椰子文化大

有文章可做。”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
会长梁勤俭表示，文昌文化谋求高
质量发展，把海南的故事讲好，把
文昌的故事讲好，首先要从文昌椰
子文化开始，“椰子衍生出这么多
品类的产品，一定会让世界人民
喜欢，助力文昌发展！”

⬇椰雕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