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振兴
文旅联姻点“靓”乡村

C

漫步在屯昌县乌坡镇青梯村整洁的
环村道上，房前屋后花草掩映成趣，喷绘
在民宅墙上的壁画令人耳目一新。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环。”如今的青梯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管丽娟是省文联派驻青梯村第四轮

“接力手”。工作队与当地扶贫部门达
成一个共识——以塑造文明乡风为契
机，激活产业发展动力，助力加快乡村
振兴。

在帮扶单位省文联的支持下，工作
队在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扮靓村容
村貌的同时，发动我省文艺社会组织和
爱心企业为青梯村捐赠了60张爱心石
凳和160套太阳能路灯；建起青梯文化
大舞台，动员村民成立广场舞队，并创作
广场舞歌曲《青梯中国梦》。

此外，工作队还邀请文艺志愿者每
周到村里授课，组建村庄童声合唱团，为
40多名儿童插上文艺的翅膀。

深挖底蕴，文旅联姻。为了打造
青梯村乡村游特色，青梯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还邀请省影视家协会来青梯村
拍摄了微电影《日子》和《梦回青梯》。
邀请美术家在该村画出活灵活现的动
物彩绘，使该村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文艺村”。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屯

昌大力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充分运
用乡规民约，实现乡村风貌从“面子”到

“里子”的飞跃，越来越多的村民从中得
到愉悦与实惠。乡村振兴工作队等驻村
干部从自身做起，努力引导村民塑造良
好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促进树立文明
乡风，让乡村文明新气象焕然一新，从而
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

（撰文/春戈）

屯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颜值价值双提升 乡村振兴画卷美

近年来，屯昌通
过党建引领，抓细抓
实农业产业化发展、
人居环境改善、文明
乡风塑造等方面工
作，切实增强了乡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特别是今年 6
月，屯昌县乡村振兴
局揭牌，进一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随着新发展理念
的落地生根，屯昌的
新乡村不断提升绿水
青山的颜值和“金山
银山”的价值，绘就
了生态好、环境美、
产业兴、百姓富的崭
新画卷，为建设“开
放活力、绿色精品、共
富共享”新屯昌作出
新贡献。

日前，笔者走进屯昌县西昌镇更
丰村，只见村道两旁，桑树连片生长，
养蚕互助合作社的20户村民在各处
忙活着。

更丰村的贫困发生率一度达到
23.17%，传统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薄
弱，让这个深度贫困村遭遇发展瓶
颈。后来，在省政协的倡导下，当地
镇村干部向琼中种桑养蚕项目学习

取经，最终让憨态可掬的蚕宝宝“吐”
出了更丰村的脱贫新“丝”路——

通过“政府+公司+村委会+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更丰村建设扶贫产
业基地，以村集体经济为发展重点，因
地制宜发展种桑养蚕产业。这既调整
了村里的产业结构，带动农户就业、稳
定增收，也让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除了推进种桑养蚕项目外，发展

黑山羊养殖也是更丰村促农增收的
一大途径。

在更丰村黑山羊养殖基地的一
处标准化栏舍，近百只毛色发亮的黑
山羊在埋头吃草。

“预计今年羊舍扩建后，可以容
纳300只种羊，年出栏量可以达到
600余只。”屯昌县更丰牧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林兴说道，公司已经连续3

年依约向村集体分红，直接或间接惠
及全村困难群众。

发展产业是巩固脱贫、防止返贫
的根本之策，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在屯昌县委县政府和各帮扶单位的
支持下，更丰村以产业扶贫为关键抓
手，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
转变，多措并举积极探索特色扶贫产
业，带领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产业振兴 就地“造血”促农增收

拆房碎石如何再利用？昔日“脏
乱差”的村落，如何转变为花园式的
文明生态村？农民群众又如何由过
去的“要我建”变成了“我要建”？在
文明生态村的建设上，屯昌县屯城镇
大洞村交出的答卷，为全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树立了标杆。

大洞村下辖9个自然村，村民住
宅基地高低不平，村巷硬化程度不
足。“要想改变这种面貌，必须要依靠

群众，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大洞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负责人
说道。

为了修通村路，使出行和排水更
加顺畅，村里需要拆掉村民的围墙、
猪圈、厕所等。但刚开始，哪怕是损
害了一棵树、占了一点地、搬动一块
石头，村民都觉得心疼。工作队便挨
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村民也逐渐从有
思想顾虑到“为大局考虑”，还有老党

员主动砍了自家的50多棵槟榔，为
环村路让道。

拆掉了荒废房屋后，成堆的碎石
也成了一大难题。工作队这时又生出
一条“妙计”——因地制宜，变废为
宝。村民在工作队员和镇、村干部的
带领下，利用碎石堆砌挡土墙或挡土
斜坡，将一些凹陷处和卫生死角填平。

“通过整治之后，现在的休闲区
整洁优美。”大洞村脱贫户王琼忠看

着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切身感受
到了文明生态村建设带来的实惠和
成效。

2021年，大洞村人居环境整治
再发力，紧锣密鼓地推进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致力打造集中式、生
态化“治水”新样板。在屯昌，像大
洞村这样的文明生态村遍地开花，
正不断为乡村振兴赋予强劲动能，
夯实基础。

生态振兴 因地制宜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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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玉·润天下”文化惠民
系列活动

地点：昌江玉石文化一条街
时间：2022年1月至3月
内容：在昌江玉石文化一条

街举办“昌江三宝”展销、昌江玉
石评选、“书画惠民”等活动，让
广大居民和游客体验昌江特色
的文化魅力。

2022海南（昌江）青少年研学山令营
地点：霸王岭广场及周边、七叉木棉观景台、叉河排岸木

棉观景台
时间：2022年1月至3月
内容：主要分为“寻访雨林的秘密”霸王岭自然探索营和

“木棉花开春天来”乡村田园趣游营两个主题开展，招募亲子
游客群体，在雨林中展开探索、获取新知、体验惊奇，以寻访
雨林精灵为引子，让孩子们发挥想象，画出心中的雨林乐园，
并设置“木棉知识科普”“小小田园画家”等春游活动，让大家
在寓教于乐中开始木棉赏花行程。

2022海南（昌江）木棉花音
乐游园汇

地点：民族团结进步广场
时间：2022年2月15日
内容：该活动拟在元宵节当

天举办，以花为媒，向全岛游客发
出邀约，热爱生活、能歌善舞、热情
洋溢的昌江百姓以木棉花为主题，
边歌边舞，全民联欢，共同迎接春
天，届时还有黎族苗族特色长桌宴
购票体验活动等待大家参与。

2022海南（昌江）春赏木棉·美丽乡村生
活节

地点：七叉木棉观景台、叉河排岸木棉观
景台、宝山梯田观景台、聚源花海、和丰花海

时间：2022年2月1日至3月10日
内容：于2月至3月木棉花开的时节，在昌

江七叉木棉观景台、叉河排岸木棉观景台、宝山
梯田观景点、聚源花海、和丰花海等观景点设置
民族情歌对唱、民族乐队、竹竿舞等互动表演，并
设置木棉文创小铺，面向游客销售文创产品和
昌江特色农产品等，丰富游客赏花体验，让游客
有得看、有得玩，带走特产，留下念想。

第八届“昌化江畔木棉红”
全国摄影大赛活动

地点：昌江县内
时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

3月
内容：面向全国征集摄影作

品，用镜头传递昌江的风土民
俗、纯美景致、美好生活，重点表
现昌江霸王岭风光和木棉盛开
的美景以及王下乡·黎花里文旅
小镇建设成效等，把昌江的美丽
分享给更多的人。

2021-2022海南（昌江）冬登春赏云上旅游季
地点：抖音、QQ、网易等视频音乐平台、微视频
时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
内容：于2021年12月——2022年2月期间在互联网开展，主

要是策划“听·见雨林”云访霸王岭互联网主题传播，设置“霸王岭
上猿声啼”“生命破土”“花开叶落”等视频主题，采集热带雨林动植
物的声音和生长动态，制作“雨林之声”治愈系原声数字音乐专辑，
成为独具特色的霸王岭网络传播方式。同时在抖音搭建“昌江冬
登春赏”话题，开展互联网线上传播，利用抖音、微视频等短视频平
台营造云上旅游氛围，重点开展“穿过雨林看山水”小小电影推介
官、“木棉情歌一起唱”“从春天出发约上一朵木棉花”等网友视频
创作活动，增强和扩展旅游季网络宣传效应，让大家畅快体验“山
海昌江云上游，足不出户赏木棉”的快乐。

“我的美丽乡村——王下乡”
媒体记者采访活动

地点：王下乡
时间：待定
内容：由媒体记者带领观众

走进昌江新时代新农村，发现农
业农村农民的新变化、新发展、新
成效，展现乡村振兴的战略成果，
通过乡村名片，体现美丽乡村的

“强富美”和王下乡百姓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王下乡·黎花里冬登春赏精品民宿推广
地点：网络预订平台
时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
内容：联合浪悦黎奢、洪水村民宿等，面

向昌江居民和冬登春赏游客开展精品民宿优
惠活动，并邀请抖音、微视频流量达人担任体
验官，利用达人效应和流量宣传推广昌江的
民宿以及昌江良好的自然生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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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霸王岭上森呼吸·昌化江畔木棉红
活动名称：2021-2022海南昌江冬登春赏

黄金旅游季系列旅游文化活动
活动时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

12月2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在海口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霸王岭上森呼吸·昌化江畔木棉红”
2021-2022海南昌江冬登春赏黄金旅游季系列旅
游文化活动正式启动。活动旨在强化昌江全域旅
游特色主题，以“跨年衔接”“季节衔接”“贯穿春节
黄金旅游假期”的方式，拉长昌江的旅游黄金周期，
形成独特的节庆品牌活动。以“春赏木棉红、夏品
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岭”的全域全季旅游
为主题，做大做强“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旅游品牌。

昌江有关负责人表示，昌江通过举办旅游文化
活动，探索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助力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全域旅游示范省建设。按照

“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参与、节俭办节”的原
则，突出文旅元素、地域文化特色，增强游客参与
度，聚集旅游人气，刺激旅游消费，为推动海南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作贡献。

昌江邀您冬登春赏
据介绍，本次活动极具昌江特色，突出主题和

品牌引领，通过“三结合”，吸引岛内外旅行商、旅游
企业、旅游媒体来昌江考察合作，提升昌江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从而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休
闲度假、投资兴业，助推昌江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活动主题与品牌引领相统一。以昌江霸王岭、
木棉花为载体，整合旅游资源，打造国内知名品牌，
发挥品牌引领作用。

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旅游主题系列活
动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运作相辅，积极培育市场运
作机制，调动全省各大旅游企业参与旅游主题系列
活动及开发该县旅游市场及旅游线路的积极性。

岛内市场和岛外市场相结合。以岛内居民为
主，吸引岛外游客为突破口，引导岛内外游客到昌
江观光，注重岛内市场宣传，积极扩大旅游季活动
在海口、三亚等重要客源市场的影响力。

统筹联动与行业互动结合。按照全省统筹、产
业融合、市场互动、媒体参与的要求，注重文化品牌
与旅游的融合，做到衔接有序，效果明显。

此外，昌江还将组织开展“2021-2022”海南昌
江冬登春赏旅游宣传活动，通过昌江境内高立柱和
霸王岭沿途广告牌等线下媒介以及互联网融媒体
线上的宣传方式，对昌江冬登春赏系列活动进行大
力宣传推广。

昌江启动冬登春赏黄金旅游季系列旅游文化活动

霸王岭上“森”呼吸 昌化江畔木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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