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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年底前将完成全省约2.4万亩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专项整治

裸地披 的村庄实践

一场覆盖全省的行动
全省农村约2.4万亩裸露土地将披“绿”，已完成1.66万亩

在排港村，沿着海边的木栈道直走，就来
到潭门“无所归止”潜水捕捞赶海体验基地。
夕阳西下，游人可以在这里喝椰子水、听沙滩
音乐会、赶海潜水，偷得浮生半日闲。

“这次种草绿化行动，为我们基地的‘大
门’打扮梳妆，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吴淑显
感慨道，基地今年5月开始营业，国庆长假
期间，民宿全部住满。

排港村民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这些
年，村民积极响应“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
闲渔业走”的政策号召，开起了民宿、农家乐。

“能吃上旅游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几
年人居环境的不断提升。”吴淑显指着海边的
处处绿意高兴地说，村子变美了，基地和民宿
也更有吸引力了，“我们的收入也节节高，现
在我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领4500元的工资。”

今年6月，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
《海南省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半年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为持续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提升，把海南农村打造成宜居宜
业的美丽乡村样板，争取在今年12月底前，完
成全省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专项整治，基
本解决村庄土地裸露、尘土飞扬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提升农村绿化水平，改善农村空气质
量和整体景观。

农村裸露土地，是指在行政村、自然村、
农场（居）等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域，及周边
可视范围内、道路两侧等没有植被覆盖、影响
农村环境和景观效果、易起尘的土地。

“当下，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期，海南的村庄不仅需要‘底
子’，还需要‘妆容’。此次绿化行动‘见缝插
绿’，对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同时，实施绿色
乡村振兴能够进一步助力中国碳达峰和碳中

和。”海南大学农业农村学院副院长孙涛
认为，全省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半
年专项行动是民生工程，要着重发
挥农民的主体作用，由乡村振兴
工作队、村“两委”班子凝结社
会力量，一起参与种绿、复
绿，与产业振兴、发展休闲
农业相结合。

今年8月，全省农村
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半年
专项行动调度视频会
议透露，全省约2.4万
亩农村裸露土地将披
上“绿衣”，坚持以绿
化为先、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短期行动与
长期治理相结合的原
则，在每个市县创建3
个以上示范村。截至9
月，全省已经完成裸露
土地复绿1.66万亩。

行动中，各市县涌
现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做
法：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成立村庄绿化、村道绿化、技
术指导、督促督导4个工作专
班；海口市三门坡镇共发动全镇
1115名党员、3100余名农民参与行
动；琼海市创建了4个种草绿化示范
村，通过移植本地草种，提高种草存活
率，花小钱办大事……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海口、
琼中、琼海、三亚、儋州、陵水、白沙、保亭、东
方等多个市县已经积极行动起来。

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优选本地草种，套种经济林木，让土地“复绿又生金”

裸地复绿之后
吸引多方参与管护，结合休闲农业旅游开发
更多价值

秋风吹得游人醉。今年国庆假期，在琼海市潭门镇排港村，三五成群的游人沿着一条木栈道漫步。不远
处，蔚蓝的大海与攀爬在海岸岩石上的走马藤构成一幅美景，草丛间还点缀着几朵紫色的小花，俏皮可爱。

“这里地处潭门港的出海口，以前这片沿海的路都是裸露土地，一起风，扬尘问题就很严重。”排港村村
民吴淑显说，如今，排港村作为琼海市农村裸露土地整治示范点之一，在裸地上种起了当地野草走马藤，沙
土披上了“绿衣”，成为游客眼中的美景。

今年6月，海南启动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半年专项行动，全省农村有多少裸露土地亟待整治？目前，
各市县推进效果如何？有哪些值得推广借鉴的方法？

在走访过程中，海南日报记者发现，花小
钱办大事、不追求“高大上”、因地制宜，是很
多村庄对裸露土地种绿、复绿的共识。

比如潭门镇日新村下辖的排港村。“我们
经过调研，就地取材选择了本地容易种植、成
活的野草走马藤。自6月初，我们发动20多
位村民一起将这些野草迁移到木栈道旁种植
后，只需浇几次水，就长得这么茂密了。”日新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黎标介绍，海边这块
裸露土地有2亩多，面积大，移植本地野草大
大节约了复绿成本。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潮村，则根
据土地特性，选择易存活、有一定药用价值的
金钱草进行草籽播种，降低绿化成本。“我们
播种后将继续跟进浇灌，观察草籽成活情况，
做到应种必管、管种必活。”潮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表示。

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白水港村则号召
村民在裸露土地上种植地瓜藤和山蒌。长出
的地瓜叶、山蒌叶不仅叶大、浓密，还可以作
为餐桌上的美味野菜。截至目前,白水港村
已全面完成了6891平方米裸露土地的复绿
工作。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农村都是见缝插
绿，不需要高大上的草种，主要是因地制宜，
海南还可以种植一些本地的大叶油草、假花
生等草种。”孙涛建议。

绿草虽美，还需鲜花点睛。在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福兴村，村民们在绿色的草地
里种上了粉色、红色的小花，花草交映，尤为
喜人。“这是我们发动企业免费捐赠的红叶
金花、粉叶金花，种草还要兼顾艺术性，让村
庄更美！”福兴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徐欢
介绍。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福兴村的草地间，还
有许多槟榔树的幼苗。“我们在草地间种下了
1600株槟榔苗，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富
起来。”徐欢说。

同样借助种草绿化行动套种经济作物
的，还有海口市云龙镇长泰村。

“目前全村2100平方米的裸露土地已经
全部完成绿化种植，我们还发动了金棕榈生
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捐赠11株金木瓜苗，在
草地间种植，希望这块裸露土地复绿又生
金！”长泰村委会主任同正壮说道，接下来他
们还将以此行动为契机，把裸露土地变成村
里的后花园，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让革命老村
焕发新生机。

截至9月27日，海口全市已实施种草绿
化面积1453.14亩，完成率100%，琼海市种草
绿化行动完成率超过90%。

在全省加速推进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半
年专项行动过程中，一些村庄也遇到了难题，有
的种草成活率低，有的后期管护难以持续。

在琼海市潭门镇社昌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杨强看着一块1亩多的裸露土地有点发愁：
6月以来，他们已经播撒4次草籽了，可是由于
土地贫瘠，草的长势仍是稀稀落落不成规模。

“草籽的成本远低于草皮，1平方米草籽才几块
钱，草皮成本相对较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节
约成本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地力等方法让草长
起来。”杨强说。

不过这一难题，在村民的支持下逐步得到
解决。“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辣椒村，目前种植
户都在沤肥，可以用多余的肥料来养草地。”社
昌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全勤表示。

在土地复绿后，管护环节该如何做呢？
走进福兴村，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每片新种

的绿地前都竖着一个小牌子。其中一块标有
“党员责任区”的牌子上写着：竺达智（党龄26
年），管护面积650平方米，管护区域为运动器
械左侧区域，管护内容为浇水、看护、修剪。

福兴村村民小组组长竺达智介绍，今年7
月，村里响应省委号召开始行动，用1个月的时
间将村里8900平方米的裸露土地全部种上大
叶油草。

刚开始，许多村民心里也没底，主要是担心
后期管护不到位。“后来我们多方讨论，决定发
挥革命老村党员的作用，把全村新种下的绿草
划分为15个片区，由各个党员管护。”竺达智
说，大叶油草长得快，用割草机1个月割一次草
即可，不需要额外的人工费，“政府出钱购买草
籽，我们出点力气不算什么，爱护家园的心情大
家都是一样的！”

从前，福兴村里高高的槟榔树和椰子树下，

还是一片

片裸露的红色

泥地。经过大家

的细心管护，如今的福

兴村，泥地变成了绿地，四

处干净整洁、绿意盎然。

“通过此次行动，越来越多村

民也意识到保护人居环境的重要

性。”徐欢说，村里有一些退休的党员，

听闻种草绿化行动启动后，专门从外地

赶回来参加。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村里一

位90多岁的老阿婆也积极参加，“阿婆说，她

老了出不了太大的力，但还是可以帮忙清理一

些垃圾。”

孙涛认为，种草绿化专项行动的难点在于

绿草的维护和管理，要广泛提高村民保护农村

环境的意识，建议村庄开发一些公益岗位，对脱

贫户进行技能培训，既可以将责任分配到人，有

利于管护，也可以促农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此外，专项行动可以结合休闲农业的需求

来开展，对一些面积大的草地，采取“校村合作”

的模式，运用手绘、绿草花卉造型等艺术手法，

展现本土农村文化，兼顾艺术性，推动休闲农业

旅游的发展。

“省委高度重视农村裸露土地种草绿化，将

其作为今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抓手和突

破口强力推进。”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强调，各市县在种草绿化专项行动推进过

程中，不得盲目拔高标准，不能以硬化代替绿

化，不能搞运动式，坚持久久为功、形成长效机

制，同时，我省将加强考核验收，把种草绿化专

项行动的评估验收结果，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中。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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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村裸露土地种草
绿化半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争取在今年 12 月底前，初步
完成全省约 2.4 万亩农村裸露土地
的绿化，基本解决村庄土地裸露、尘
土飞扬等突出问题。

琼海市潭门镇排港村海边的走马藤。

走马藤

选种
村庄：琼海·潭门镇·排港村

特性
：本地野草，易于攀附，易存活

大叶油草

选种
村庄：海口·三门坡镇·福兴村

特性
：又

称地毯草，长得快，是良好的保土植物

海口市云龙镇长泰村，人们在复绿土地
上种植木瓜苗。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孙绮睿

▶农村裸露土地：
是指在行政村、自然村、农场

（居）等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域，及
周边可视范围内、道路两侧等没有
植被覆盖、影响农村环境和景观效
果、易起尘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