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梁君穷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蔡法

■■■■■ ■■■■■ ■■■■■ ■■■■■■■■■■ ■■■■■

11月21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拥处

村、青松村等村庄的山坡上、山谷里，放眼望

去，在群山叠翠间，漫山遍野都是金黄色的山

兰旱稻，这般丰收的场景尤为赏心悦目。当

天，2021年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在青松乡

拥处村启幕，活动旨在让更多的人知晓海南黎

族山兰旱稻的农耕文化，进一步提升“啦奥门”

山兰文化节民族品牌活动的影响力，助力乡村

振兴“加速跑”。

在黎语中，“啦奥门”是“吃新米、庆丰收”之

意。近年来，得益于白沙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以及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通过全媒体、多渠道的

文化宣传报道，白沙深度挖掘山兰文化内涵，讲

好山兰文化故事，白沙青松乡每年种植的山兰

稻规模也从最初的大约1000亩，逐年增至约

3500亩，山兰稻已成为白沙生态农业的“明星

产品”，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品牌活动定型

成势，已成为白沙打赢脱贫攻坚战与提速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

“砍山种植山兰稻，一定要成
功，煮好山兰米，酿好山兰酒，邀来
亲朋与好友，同庆好丰收……”当
天，在位于霸王岭下的青松乡拥处
村的山坡上，一串串饱满的稻穗已
压弯了稻秆；此时，农户们三五结
伴爬上山坡，弓下腰身麻利地挥动
着手中的钩刀开割稻秆，在辛勤劳
作之时，还不忘哼起黎族歌谣分享
着又是一年山兰好收成的喜悦。
山坡上辛勤劳作的喜悦，与正在山
脚下举办的“啦奥门”山兰文化节
的喜庆氛围达成了同一节拍。

在枝繁叶茂的古榕树树荫下，
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奥雅”（黎语为
老人）选吉时沿袭习俗，举办了祈
福祭祀等仪式。随后，通过稻田劳
作歌舞实景演出的形式，陆续上演
了《这片山》等节目，形象再现了黎
族劳作、丰收的情景。紧接着，黎
族器乐《庆丰收》、以及《欢乐的晒
谷场》《山兰糍粑甜又甜》《山兰飘
香等你来》等一系列民族歌舞节目
轮番上演，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
到了黎族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株山兰旱稻，穿越了千百年
岁月，也书写了一部属于海南黎族
的农耕文化历史。山兰旱稻是黎
族百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筛选，

根据海南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而
培植出来的旱稻品种，一年一造，
亩产量仅为200余斤，但富含硒、
铁、锌等适合人体吸收的微量元
素。“一家煮山兰，全村味飘香”，山
兰旱稻自古以来就是海南黎族同
胞接待尊贵宾客的佳肴。作为山
兰旱稻丰产地，白沙青松乡位于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
的东侧，每年农历十月山兰稻收获
的季节，当地黎族群众就会举办盛
大的“啦奥门”庆丰收活动，感恩大
自然的赠予。

活动主办方介绍，2021 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关键之年，在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今年
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活动亮
点纷呈，民族文化特色更为浓
郁。据悉，此次活动设置了丰收
大道入场欢迎仪式、非遗印象展、

“啦奥门”山兰文化节活动开幕仪
式、祈福祭祀仪式、赶山体验黎族
农耕文化、稻田实景演出、“建党
百年迎盛世 山兰稻香庆丰年”主
题节目表演、丰收长桌盛宴、消费
助农集市等九大主题活动，邀请
八方宾朋相聚青松乡分享黎族山
兰丰收盛宴。

“美不过黎族三月三，甜不过
黎家糯山兰。”每年“啦奥门”，总能
看到白沙黎族小伙朱晓保带着他
的“黎乡三月组合”在现场倾情献
唱的身影。在朱晓保看来，山兰是
乡愁，也是激发他多年来努力打拼
创业的动力源泉。“老人常说，山兰
酒里藏着黎族文化。”自2015年以
来，朱晓保返乡打造黎家山兰酒
坊，坚持采用产自于白沙青松乡的
山兰糯米为料，用柴火蒸煮，在地
缸发酵，并在酒窖存放1年待口感
最佳时再销售上市。现今，黎家山
兰酒坊已衍生了“黎家传奇”和“黎
兰记”两个山兰酒品牌，产品远销
国内各省市，朱晓保也于2019年
获评为海南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山兰稻的价格，体现白沙青
松乡的生态价值！”每年“啦奥门”，
总能看到拥处村党支部副书记吉亚
才在忙着组织农户收割、晾晒、加工
山兰米，同时又要与前来参加节庆
的新老客户洽谈合作订单等事宜。
多年来，吉亚才通过成立白沙仙婆
岭种养专业合作社，积极帮扶当地
百余户农户拓展山兰米等特色种植
产业的销路，成为当地远近有名的
致富带头人。现今，吉亚才已入选
海南省首批“南海乡土人才”，并获
评海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正是在一个个山兰“正能量”人

物的接续奋斗下，白沙的山兰稻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并焕发新活力，也
让更多的人读懂了黎族特有的山兰
文化。青松乡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统计，今年全省山兰稻种植面
积大约有8000亩，而青松乡山兰稻
的收成面积约为3500亩。近年来，
得益于白沙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以
及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体矩阵的
大力宣传报道，白沙深度挖掘山兰
文化内涵，讲好山兰文化故事，通过
电子商务等渠道进行推介，让山兰
稻迅速成为白沙生态农业的“明星
产品”，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品
牌活动也日益定型成势，山兰稻产
业助农持续增收成效好。

在海南大学农学博士、品牌中
国战略规划院副秘书长周秋平看
来，产于白沙的山兰米产品口感好，
营养价值丰富，数年前就已得到省
内权威的科研、营养机构检测认可；
白沙“啦奥门”庆丰收习俗也已于
2017年获批白沙县级非遗项目，经
过数年积淀，目前正着手申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秋平建议，白
沙要从打造山兰“文化印记”出发，
依托“啦奥门”山兰文化节等契机，
结合全国首批注册的县域农业公用
品牌“白沙良食”进行推介，让更多
人读得懂、记得住山兰文化，也让山
兰文化品牌更好地反哺山兰产业。

“这种农趣活动挺好的，能让
大家体会到黎族山兰农耕真不易”

“这趟带着孩子来玩，这种体验就
是很好的劳动课堂”……

当天，活动主办方安排了古法磨
米、舂米打米粑等山兰农耕体验互动
环节，不少宾客纷纷撸起了袖子，摆开

“架势”去亲身体验黎族同胞种植山兰
的辛劳，场面显得十分欢快热闹。

几乎同一时间，非遗印象展区
的人气也持续高涨。

在这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瑞妹正在
给大家讲解各种黎锦作品的染料
及织法：“黎族绣娘在大自然中采
集植物，通过不同的配方熬制成染
色剂，染出不同的颜色，然后一针
一线地织成五彩斑斓的黎锦……”

“黎族骨簪既可作为发簪戴在
头上，也可制成婚嫁妆品以托物寄
情。”在那侧，黎族骨器技艺县级非
遗传承人陈玉跟端坐在桌案旁，右
手攥着雕刻刀，在细小的骨条上用
力地划动着，鱼纹、龙纹以及人头
像等一个个具有黎族元素的图案
逐渐跃然于骨条上。

同样用心制作并热情邀请大
家体验的还有白沙黎族“80后”姑
娘王柳娟，作为黎族泥片制陶技艺
的县级非遗传承人，只见她把研磨
成粉的黏土揉成泥团，再将泥团铺

成薄饼状做成器底，放在平滑的木
板上拍打成片状，然后一片片地从
器底四周往上一层层贴片，直至做
成各种陶坯，完成10多道手工工序
后，还要历经泥火交融，一个个独
一无二的“黎陶”才得以成型。

“借助‘啦奥门’山兰文化节活
动的契机，能更好地展示与推广白
沙全县的非遗文化。”白沙文化馆馆
长符少玲介绍，截至目前，白沙已有

“啦奥门”等25个非遗项目获评为
“县级”，渡水腰舟等4个非遗项目
获评为“省级”，黎族片陶制作技艺、
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等3个非遗项目
入选“国家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
技艺”已跻身联合国非遗项目名录。

当天，活动主办方还在拥处村
丰收大道两侧开展消费助农大集
市活动，设置山兰米、山兰酒、红心
橙、陨石坑有机茶等各乡镇特色农
产品、美食小吃展销平台，同时利
用网络直播平台开展白沙特色农
产品商贸推介活动等。

本次活动由白沙县委、县政
府，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白沙
县委宣传部、白沙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白沙青松乡政府承办，白
沙电商中心、白沙供销合作联社协
办，海南惠农慈善基金会为本次活
动特别支持单位。

（本报牙叉11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现在请白沙富涵实业有限公司签约
代表上台，与白沙拥处村仙婆岭专业合作
社签订采购10万斤山兰稻谷协议”“接下
来，有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工会与白沙黎
族自治县青松村兴民种养专业合作社签约
认购价值12万元的山兰米协议”……

11月21日举行的白沙“啦奥门”山兰
文化节，吸引了省内不少爱心单位、企业
及游客前来订购山兰新米。作为扎根白
沙本土的农业综合开发公司，白沙富涵实
业有限公司每年销售白沙特色农产品金
额达2000多万元，该企业还为产自白沙
青松乡的山兰米推出了“得稻高升”这一
颇有创意的营销品牌，近年来这一山兰米
产品广受市场好评。此外，作为白沙青松
乡青松村挂钩帮扶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每年都会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及工会会
员参与青松乡助农消费活动，此次采购价
值12万元的山兰米，将作为工会福利发
放给广大职工。

“5000元认购一亩山兰稻田，来年收
成时可按照200斤的产量回馈。”除采购稻
谷、订购新米外，此次活动主办方还遴选白

沙仙婆岭山坡上数片稻田，精心推出了爱
心认购山兰稻田的活动环节，也引得爱心
企业及游客积极认购。“白沙位于海南生态
核心区，产自白沙青松乡的山兰米是原生
态、高营养的健康大米，这种爱心认购的形
式很有创意，也很有意义！”当天，主营宝马
品牌的海南宝悦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还邀约
宝马车主及其亲朋共计30多人前来白沙
参加爱心认购山兰稻田活动，该企市场经
理符敦鸾介绍，经初步统计，当天这些爱心
车主认购山兰稻田的金额达数万元。

“也希望大家继续以各种形式助农、惠
农，让白沙青松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
好！”作为本次活动的特别支持单位，海南
惠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胡娟表示，山兰旱
稻是黎族传统的农耕食粮，正是在主流媒
体的大力宣传及社会各界的齐心帮扶下，
现今已成为助农持续增收的“金谷子”；该
基金会将借助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的
契机，助力白沙积极拓展“特色农业+民俗
旅游”产业，帮助当地农户实现持续增收，
提速乡村振兴的步伐；今后，还将协同相关
部门，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助
力“三农”健康发展。

（本报牙叉11月21日电）

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
吸引企业及游客订购山兰新米

新米入仓 助农惠农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啦奥门，庆丰收，可不仅仅是摆长桌
宴、吃山兰米、饮山兰酒，这其中还蕴含着海
南黎族千百年来传统的农耕文化。”11月21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符少玲介
绍，“啦奥门”是黎族祖先在长期的农耕生产
中创造出来的稻作文化，也是民族传统文化
的生动展示，最早起源于白沙青松乡一带的
黎族村庄。

近年来，黎族传统庆丰收习俗已有
较大的变化，但在白沙青松乡哈方言村
落，“啦奥门”庆丰收习俗得以遗存至今，
并于2017年被白沙黎族自治县列入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符少玲介绍，经
考证，“啦奥门”庆丰收习俗的程序有诸
多“讲究”——

黎语“伴奥门”（或伴么门）：即为“拿稻
头、请稻神”，首先由德高望重的“奥雅”（黎

语为老人）选吉日吉时，上山割下一把颗粒
饱满的山兰稻谷悬挂家中，以隆重的仪式
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外，黎语“灰
门”为割稻谷；“灿门”为挑稻谷；“帆门”为
打稻谷；“抢门”为晒稻谷；“测门”为舂稻
谷；“纷门”为筛稻谷；“磨门”为磨稻谷；“东
歪”的意思是把山兰米蒸熟，做成糯米饭，
然后把糯米饭放入石臼中舂成糯米糍粑。

符少玲说，到了“啦奥门”即“吃新米、
庆丰收”环节，主要备有猪、鸡、鱼茶、肉
茶、糯米糍粑、芭蕉芯、糯米酒等，由“奥
雅”主持，召集村民和外嫁女回来参与庆
丰收习俗活动。在黎族长桌宴上，由德高
望重的“奥雅”祈福并第一个动筷子夹菜，
接着众人才开始夹菜吃；吃到尽兴时，四
周点起火堆，大家开怀饮酒欢唱黎歌，跳
起欢快的捻稻舞、舂米舞、筛米舞、团结
舞、丰收舞……

（本报牙叉11月21日电）

从“啦奥门”读懂黎族山兰旱稻农耕文化——

“吃新米 庆丰收”
祈福来年五谷丰

白沙已有“啦奥门”等25个县级非遗项目

渡水腰舟等4个省级非遗项目

黎族片陶制作技艺、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等

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跻身联合国非遗项目名录

今年全省山兰稻种植面积

大约有8000亩
青松乡山兰稻的收成面积

约为3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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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主题活动 欢庆“啦奥门” 多彩非遗展示 集市助农增收讲好山兰故事 产业振兴乡村

关注2021年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白沙新视野A06/07

2021年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在青松乡启幕青山稻浪谷飘香 黎家丰收庆小康■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实景演出在山兰稻田里上演。游客在山兰稻田拍照留念。 主播推介白沙的特色农产品。2021年白沙“啦奥门”山兰文化节中的歌舞表演。

➡11月21日，在白沙青松乡拥处村，群众收获山兰稻。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黎族群众进行“乐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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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科院专家驻村实现
帮扶与科研两不误、两“丰收”

农户增收“金谷子”
提升科研“含金量”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对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的农户而言，那一粒粒饱满的
山兰旱稻是助农增收的“金谷子”，而对长期致力于热带作物
研究的科研团队来说，白沙山兰旱稻的科研价值可谓“含金
量”十足。

“我们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了关于山兰无公害栽培
方面的国家发明专利，目前有关部门还在审核中。”近日，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海
杰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自2017年热科院品资所
派出科技干部驻点白沙青松乡拥处村开展扶贫及乡村振兴工
作以来，该科研团队就选址白沙拥处村一处山兰稻种植基地，
开展《山兰米种植无公害防治栽培技术》课题研究。据悉，该
项发明专利以山兰种子选取、图像采集、温度监测、湿度监测、
光照数据采集、土壤酸碱度检测、土壤成分、病虫害预测等多
年相关研究数据进行系统整理，从而进行申报专利。

“我们按照山兰稻原生态的种植方式，从点种、拔草、病
虫害管理、生长、开花、灌浆、收割等，在长达4个多月的生长
周期里，坚持不人为施肥和喷药。”黄海杰介绍，这项发明专
利（申报中）旨在通过环境数据进行环境调整，并辅助生物防
治手段用于有效防治山兰稻的病虫害，并在保证山兰稻的绿
色、安全的情况下，有效地提高山兰稻的产量。

参与这项课题研究工作的当地农户吉亚才介绍，他们严
格按照该科研团队的要求，认真细致地做好这块种植基地的
每一项工作。海南日报记者也注意到，该科研团队负责人黄
海杰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时不忘在“发明人”这一栏添加了

“吉亚才”这一名字。
据悉，该团队另一项关于山兰稻的课题研究《一种绿色

环保型立体米鸭共作系统》目前也已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
专利申请。 （本报牙叉11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