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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共接待游客 19.76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

实现旅游收入 7220万元，同比增长 12.3%

过夜游客3.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7.5%

一日游旅客 15.67万人次，同比增长 12.6%

制图/杨千懿

昌江视点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刘乐蒙 美编：杨千懿 检校：张媚 陈伊蕾A06

综合

■■■■■ ■■■■■ ■■■■■

2月20日，七叉镇尼下村码头人头攒
动，游客排队等候游船去欣赏两岸木棉美
景。而岸上，美丽乡村生活节活动正热烈进
行，美妙的黎族情歌对唱唱出了人们心中的
喜悦，伴随着欢快的竹竿舞，呈现出一片喜
庆祥和的景象。

“这里的民族风情浓郁，火红的木棉花
和昌化江两岸美丽的风景，实在是太美
了。”来自湖南的游客王婉玉说，欣赏完美
景，还能到路边小摊上品尝当地特色小吃。

游客因木棉云集，周边村民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下，在观景点摆起小摊，糯米酒、酸豆
等特色农副产品纷纷亮相，吸引众多游客购
买。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旅游饭”，日子越
过越有奔头。

“我家酿的糯米酒很受欢迎，加上其他
农产品的收入，一天能赚500多元。”昌江
七叉镇乙劳村村民符德峻说，每年木棉花
开时，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游玩，木棉
花已经成村里的“致富花”。

游客点赞、群众增收，离不开七叉镇以
党建引领，提前谋划，多举措打造木棉红旅
游品牌，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在七叉镇各
个木棉观景点，随处可见党员坚守岗位，做
好交通疏导及疫情防控工作，让游客有良
好的旅游体验。

“‘春赏木棉红’旅游期间，每天安排50
余个党员干部及志愿者分布在各观景点值
守，提供摆渡车在各景点间接送游客，给游
客提供免费清补凉、茶水服务，全力保障游
客出行游玩顺畅。”七叉镇党委书记文进平
说，除了做好服务工作，镇委镇政府还设立
了100个农特产品销售摊位，农户人均收
入超万元。此外，昌化江畔木棉红码头的
运营船只统一交由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
后，收益大幅增长。仅2月12日当天，景区
单日船票售出10万余元，坐船游览约3000
人次，“春赏木棉红”旅游红利越来越惠及
更多的村民。

（本报石碌2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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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春来早，恰是木棉花开好时节。近年来，昌江黎族自治
县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充分利用境内木棉树这一
特色资源，以党建引领，创新“党建+旅游”模式，将“春赏木棉红”
旅游培育成为昌江全域旅游的增长点，让当地的老百姓吃上“旅
游饭”，一朵朵鲜艳的木棉花，成为助农增收的“致富花”。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陈儒茂表示，昌江旅游资源丰富，生
态禀赋良好，该县将不断高标准谋划中国“醉美”木棉小众精品旅
游IP，升级规划建设，打造更多优质旅游产品，为昌江实现绿色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旅游新地标
火红木棉绽放，游客纷至沓来

打造木棉旅游新地标，是昌江发展
木棉红旅游的新思路。每到 2月份，昌
江乌烈镇峨港、白石、乌烈等村庄约6万
株木棉纷纷绽放，以最美的姿态吸引游
客到来。

在乌烈镇峨港村，进村的道路两旁种
植着成排的木棉树，火红的木棉花开得明
艳而热烈，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每年我
都会和家人朋友到乌烈镇赏木棉，尤其是
峨港村前的这条‘木棉大道’，让人流连忘
返。”游客王苏云说。

木棉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更是峨
港村党员干部心中的“英雄花”。今年2
月初，在木棉花盛开之际，峨港村举行党
员宣誓仪式，鲜红的木棉与党旗遥相呼

应，激励着党员干部投
身到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大潮中。

“我们将坚持党员打头
阵、群众尝果实，以党建为引
领，将峨港村打造成木棉旅游
新地标。”峨港村党总支书记符升
鑫说，本着从美化村庄环境出发，该村
2012年在村道两旁种下木棉花，但随着昌
江木棉红旅游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来峨港
村赏木棉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乌烈镇将以木棉花旅游为契
机，发动农户销售椰子、玉米等，同时大力
推广乌烈羊、道隆阉鸡等特色农产品，助农
增收。”乌烈镇党委宣传委员李敏说。

走向“网红村”
突出党建引领，丰富旅游业态

2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排岸村
看到，村道两旁的路灯整齐排列，大型停车
场、公共卫生间、文化广场、民族文化馆、游
客服务中心等旅游设施一应俱全，水田里，
嫩绿的禾苗与盛开的木棉花交相辉映，木
栈道蜿蜒其间，宛如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这都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作用，
通过把村民组织起来，借助木棉红旅游，乡
村建设得越来越好。”排岸村驻村第一书记
谢璨泽介绍，村内建有木棉观景栈道1.6
公里，还以“企业+农户”的方式运营排岸
风情民宿，乡村旅游品牌逐渐打响。

为适应旅游发展，排岸村党支部牵头，
发动村民拿出自家农产品、黎锦等进行售
卖，让旅游发展的意识在村民心中落地生
根，实实在在吃上旅游饭。

“今年首次开放圣女果园让游客体验
采摘，圣女果可卖到7元1斤，每天有300

元左右的收入。”排岸村村民何德平喜滋滋
地说，除了圣女果，他还卖椰子、鸡蛋、玉米
等，从春节到现在，收入超万元。据了解，
截至目前，排岸村20家摊位实现销售额约
15万元，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近年来，排岸村立足木棉花与民族特
色文化资源优势，突出党建引领，推动基
础设施建设，丰富村内旅游业态，不仅在
2019年实现全村脱贫，还获得“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国家森林乡村”等荣誉，
实现贫困村向木棉旅游“网红村”的转变。

叉河镇有关负责人表示，叉河镇将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将排岸村按照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的“六位一体”的发展理念进
行打造，结合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要
求，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强“春
赏木棉红”旅游的吸引力，推动农业产业与
旅游发展深度融合。

日子有奔头
依托“致富花”，村民吃上“旅游饭”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2月20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七
叉镇尼下村，身着黎族服饰的村民，向
游客展示着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竹竿
舞、民族情歌对唱，以及织黎锦、制作
黎陶等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
中。这是昌江“冬登春赏”黄金旅游季
系列旅游文化活动中美丽乡村生活节
的一个活动场景。

欢快的表演，靓丽的风景让游客
连连称赞。“七叉镇的环境特别好，民
族风情特别浓，再配上美丽的木棉花，
显得格外靓丽。”游客曾洪说。

文化活动轮番上阵，市民共享文
旅盛宴。2月 16日，2021—2022年

昌江“冬登春赏”旅游季“霸王岭上森
呼吸·昌化江畔木棉红”文化惠民系
列活动之一的书画惠民活动，在县城
石碌玉石文化一条街举办，中国书法
家协会、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的书画家
挥毫泼墨、现场创作，为群众送去一
幅幅书画作品。“希望这个活动经常
举行。”市民王仕滨在免费领取字画
后说。

1月至3月，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将陆续进行，包括“昌江三宝”展销、
昌江玉石评选、“盛世中华”现场写
作比赛、书画惠民活动等多项活动
内容。

霸王岭热带雨林生态丰富多样，
木棉红旅文融合研学旅行带来多重
体验。2月11日至12日，霸王岭热

带雨林生态多样性及木棉红旅文融
合研学旅行如期进行，来自昌江、海
口等地的45名学生来到霸王岭国家
森林保护区动植物标本室，了解热带
动物的生活习性和生物进化历史。
在霸王岭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学生们
了解公园各类动植物的起源、特征与
习性，动手制作昆虫标本。在宝山村
梯田木棉观景区与昌化江畔，学生们
进行绘画、摄影创作，体验精彩纷呈
的自然之旅。

“在昌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木棉
花，非常美，在霸王岭上认识了许多国
家珍稀野生动物，这次的游玩体验很
特别。”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王怡
彤说。

文雅人生爱黎乡，深入基层采风

忙。2月14日至15日，省作协组织协
会理事到昌江，走进七叉、叉河等地开
展主题为“走进黎村苗寨，感受自贸港
新农村变化”的基层采风采访活动，感
受昌江乡村变化，为文艺创作收集素
材。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
梅国云对昌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
的旅游资源表示赞赏，他表示，将用手
中笔详细抒写昌江变化，用文字记录
昌江黎族文化，宣传昌江的文化旅游
产业和山水民俗风貌。

为了进一步扩大“冬登春赏”黄金
旅游季的影响力，昌江推出了“霸王岭
上森呼吸·昌化江畔木棉红”2021—
2022年海南昌江冬登春赏黄金旅游
季系列旅游文化活动，主推2022海南
（昌江）青少年研学山令营、2022海南

昌江木棉花音乐游园汇、2022海南昌
江春赏木棉·美丽乡村生活节、第八届

“昌化江畔木棉红”全国摄影大赛、
2021—2022年海南昌江“冬登春赏”
云上旅游季活动、“我的美丽乡村——
王下乡”媒体记者采访活动、王下乡·
黎花里“冬登春赏”精品民宿推广活动
及“昌江玉·润天下”文化惠民系列活
动8项特色活动，不断挖掘和丰富木
棉旅游资源，让游客在山海黎乡中，感
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在旅游活动的强力带动下，今年
1月份，昌江共接待游客12.85万人
次，同比增长21.8%；旅游收入1.06亿
元，同比增长45.1%。其中过夜游客
8.92万人次，同比增长11.5%。

（本报石碌2月27日电）

昌江多举措挖掘和丰富木棉旅游资源

活动轮番上阵 共享文旅盛宴

昌江从5个方面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石碌 2 月 27 日电 （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2月 25日上午，海南日报
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县2021年度党委（党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上
获悉，2022 年昌江将从 5个方面抓好基层
党建工作。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昌江各级党委（党
组）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有
效发挥了党建引领海南自贸港建设、引领乡
村振兴、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2022年，昌江将突出抓好党的领导，推动
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发展优势，
以昌江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成效体现忠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突
出抓好党建引领，始终把党的建设与中心大
局工作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昌江绿色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作为“一号工程”“置顶工作”。
突出抓好队伍建设，加强换届后各级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
练，不断锤炼过硬能力本领。突出抓好基层
战斗堡垒，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健全完
善基层组织体系，深化各领域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突出抓好关键少数，牢牢扭住
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构建明责、考责、督责
相贯通的闭环落实机制，将“查破促”活动、

“比学赶超”活动和“五不为”整治引向深入，
加快打造清廉昌江，巩固拓展风清气正、健康
向上的良好政治生态。

昌江石碌镇水富村：

朝天椒丰收 农户笑开颜
本报石碌2月27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

约记者黄兆雪）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辣椒的
收购价格喜人，其中朝天椒的收购价最高达
每斤16元左右。

“今年春节后，朝天椒价格持续走好，一
直维持在每斤10元以上，收成不错，我得赶
紧摘辣椒送到收购点去卖。”水富村村民林荣
丽开心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种了10亩朝
天椒，去年10月就开始采收，每次采摘量都
在200斤到300斤左右。

据了解，今年水富村种植朝天椒175亩，
地瓜85亩，豆角、茄子20余亩，瓜菜总面积近
300亩，占水富村耕地总面积的39%。

“下一步，水富村将进一步解决好农业生
产用水难题，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盘活有
限土地资源，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
百姓收入，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水富村党支部书记林
树清说。

昌江持续开展
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本报石碌2月27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
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杨萍）2月25日上午，
昌江黎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
部、县公安局、石碌镇城区各居委会联合开展
交通秩序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将从2月20日
持续至12月31日，在每周三、周五进行，确保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

在县城石碌昌江中学路段、首都师范大
学附属昌江矿区中学路段、矿山社区东园路
交叉口等整治路段，执勤民警对过往车辆进
行拦停，严格检查驾驶人是否存在无证驾驶
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针对摩托车、电动车
违法载人、不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整治。通
过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广大群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引导群众文明
出行、安全出行。

“昌江交警还将在学校周边的乱点、堵点
路段，严管行人和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希望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能够言传身教，督
促孩子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为昌江的文明出
行贡献一份力量。”昌江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执勤民警郭江龙说。

昌江开展医疗健身志愿服务活动

提供免费问诊咨询
宣传健康保健知识

本报石碌2月27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
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淑嘉）为提高广大群
众的健康素养，普及健康知识，2月24日上
午，昌江黎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总队联合县卫健委、县医疗集团，在十月田
镇好清村开展医疗健身志愿服务活动，为村
民送去健康服务和人文关怀。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
集团的医护人员为村民提供专业免费的问诊
咨询，同时广泛宣传健康保健相关知识，使大
家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健康保健方面知识，加
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引导大家养成健
康、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此外，志愿者还在好清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乡村大舞台上向村民们展示医疗健身操，
鼓励村民参与到学习健身操的队列中，不断
增强身体素质。

“通过活动学到了一些健康的常识，还有
专业的老师教我们跳健身操，以后可以在家
做健身操，有利于身体健康。”十月田镇好清
村村民何静说。

■
本
报
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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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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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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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在乌烈镇峨港村，进村的道路两旁种着成排的木棉树。

游客在昌江七叉镇尼下村码头体验竹竿舞。

在昌江七叉镇宝山梯田木棉观景区，附近村民拿出自家农产品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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