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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南滨海城市
带的重要城市之一，万
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
全力构建以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体育旅游消费、
新型工业、海洋经济为
主导产业的现代产业体
系，努力打造海南东部
重要支点城市、全省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强市、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
示范市、国家级体育旅
游示范城市，争当高质
量发展优等生，建设最
美滨海城市，坚决扛起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万
宁担当”。

万宁发挥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打造最美滨海城市，争当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优等生

逐梦前行，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靓丽名片
十
年
·

于潮头跃动，在浪尖起舞。时针拨回到
2021年9月11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冲浪项目
决赛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来自日月湾畔黎族
村庄田新村的“00后”姑娘黄莹莹摘得全运会
历史上首枚冲浪项目金牌。自2012年加入
到万宁冲浪少年先锋队起，她用9年时间逐
梦、圆梦。

逐梦的故事，在万宁非仅此一例。在新
时代新征程中，万宁亦是“逐梦人”。

拥有109公里“面朝大海”的岸线资源，
坐拥“小海”和“老爷海”两个天然内海；具有
“闯南洋”和接纳“21个国家归侨定居”的侨乡
文化；是海南岛上雨水最充沛的地方，热带作
物的天堂；文化名山东山岭和万安书院传续
千年文脉……

发挥优越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万宁市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2018年
“4·13”以来，扛起新时代使命担当，砥砺奋进
新征程，积极打造最美滨海城市，努力争当海
南自贸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努力打
造万宁靓丽名片。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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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尖逐梦
冲向中国体育旅游示范区

“浪人”总是嗅浪而来，海南东部的日月湾，这个
隐藏在连绵起伏山脉边的一个浪湾，首先被澳大利
亚的冲浪爱好者发现，继而成为国际冲浪爱好者每
年必来的冲浪梦想地。

冲浪，这种在浪尖上飞舞的运动，由此进入了万
宁市的视野。2010年，万宁市政府与世界职业冲浪
协会签署合作意向书，合作举办国际冲浪节和世界
冲浪比赛。

万宁市开始逐梦，逐一个冲浪运动发展的梦。
日月湾是梦开始的地方。

2012年，万宁市政府组建冲浪少年先锋队，开
始培养本地孩子学冲浪，黄莹莹正是当时万宁最早
接触冲浪的那一批孩子之一。

2015年，田新村29岁的青年黄文育看了那一年
日月湾举办的国际冲浪赛后决定不再去广东打工。
他借来一块冲浪板学冲浪，他泡在海水里，练习再练
习。一年后，他拿到海南冲浪公开赛新人冠军，成为
冲浪教练。如今，他已在日月湾办起了冲浪俱乐部。

随着冲浪国家队培训基地落户万宁，多支队伍
常驻在此训练，万宁市委市政府在追梦中逐渐明确
方向：当冲浪运动等水上户外运动与万宁的美丽海
湾相结合，便形成“天作之合”——“体育旅游+”。

2019年起，万宁逐步完成从举办多种水上运动
赛事到引入沙滩节等活动的多方位拓展，体旅文融
合发力，短短两年就把日月湾打造成国内年轻人聚
集的“活力海岸”和国际化的海湾。

每当华灯初上，白天冲浪的人们开始享受日月
湾的夜晚风情，从海湾到田新村，每个角落都写满了

“变化”的故事。田新村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冲浪+
民宿”网红地。

日月湾“体旅+”带来的变化只是发轫，万宁市乘
势将“体育旅游+”势头拓展到石梅湾和神州半岛等

滨海岸线，培育冲浪、潜水、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带动
全域旅游发展。

2022年春节期间，万宁市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
次，与2020年同比增长了470.3%，实现旅游收入
3.04亿元，与2020年同比增长919.7%。

当下，海南正在创建中国体育旅游示范区，万宁
正是“主力军”。万宁体育旅游带来的强劲发展势头
不止于此。2022年7月1日，王府井集团收购了万宁
首创奥特莱斯，中国旅游集团准备在日月湾投资建旅
游驿站……更大的热潮、更好的发展，就在前方。

生态逐梦
讲好小海、老爷海生态文明故事

小海和老爷海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在万宁境内刻
下的两个天然潟湖。前者40多平方公里，像一个葫
芦的形状，腹大而口小。后者面积9.8平方公里，如
一条宽阔的大河，依傍着十多公里长的神州半岛。

小海广阔的“葫芦”腹身接纳了从山区奔流而下
的太阳河等4条主要河流，冷淡水交汇，渔业资源丰
富，环小海遍布着众多粮田。从古至今，小海都是万
宁的渔仓和粮仓，养育周边数个乡镇18万百姓。

此前，当地为了治水患将太阳河改道，使得大量
的淡水不再注入小海。多年来，人们向海洋要效益、
向滩涂要效益，围海造塘兴起，小海周边是密密麻麻
的鱼塘，通往外海的“口门”处，海面上是密密麻麻的
渔排。

污水注入，臭泥沉积，小海“病”了——水质变成
了劣Ⅳ类，生态告急，亟须治理！万宁市委市政府坚
决扛起治理小海的责任，上下请教专家，四方奔走筹
集资金，排除万难，清理鱼塘和渔排。

万城镇周家庄党支部书记夏可平第一个带头拆
了自家的虾塘。“治小海，保护家园，万宁人身体力
行。”他说。

2019年10月至今，万宁市已投入了8.5亿元治
理小海，全面清退鱼塘和渔排，环小海种植约3000

亩红树林，开工建设恢复历史上小海潮汐通道的南
汊道工程，稳妥有序引导渔民向工厂化养殖和休闲
渔业转产转业。如今，红树林已经扎根生长，绿意喜
人，小海迎来水清岸绿鱼虾归。

另一边，遍布老爷海的9万多口渔排在2022年
全部拆除完毕，老爷海重现开阔清澈的水面和旖旎
的风光。

保护好“青山绿水”，在此基础上，万宁还挖掘生
态文明建设带来的“金山银山”。发挥小海和老爷海
的生态资源，形成“蓝碳”和未来海南自贸港发展的
优质品牌，已提上万宁市委市政府的日程。

产业逐梦
让海南自贸港咖啡飘香

在万宁兴隆，喝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70年前，
第一批马来亚归侨到达兴隆，开启了兴隆华侨农场
创业的历史。归侨带回了喝咖啡的习惯，也开始在
万宁种植咖啡。

多年来，兴隆咖啡似乎一直没有走出琼岛。如
何让兴隆咖啡香飘更远，成了延续数十年的课题。
兴隆人在传承华侨风味传统咖啡，也在烘焙方法等
方面创新“兴隆咖啡”。兴隆人始终逐梦：让兴隆成
为咖啡胜地，让兴隆咖啡香飘四方，吸引八方客来，
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市场咖啡消费能力的提升，兴隆咖啡
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2016年，北京人张庆文看好

“兴隆咖啡”的发展前景，开始投资种植咖啡，成立了
海南吉纳客咖啡有限公司，建起可视化数控咖啡生
产加工工厂，加入把“兴隆咖啡”品牌做强的行列。
2022年6月，吉纳客咖啡公司在万宁市南桥镇新坡
苗村开起了该市第一家乡村咖啡馆，紧接着又连开
了几家乡村咖啡馆，咖啡香飘进乡村。同时，张庆文

在岛内和北京布局经营兴隆吉纳客咖啡。张庆文有
一个梦：以门店连锁方式传播兴隆咖啡的醇香。

为了发展海南咖啡产业，2017年，万宁市政府
与泰国正大集团“牵手”，共同做大做强“兴隆咖啡”，
正大集团收购了兴隆创办于1952年的咖啡厂，继承
了“太阳河”牌咖啡。2022年7月，正大兴隆咖啡产
业园投产，规划布局发展咖啡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
条。正大集团要追一个梦：“请世界喝杯好咖啡”。

兴隆咖啡谷、隆苑咖啡庄园、小洋侨咖啡、陈宝生
咖啡加工厂……在兴隆咖啡传承、创新和不断扩大影
响的这条路上，一批批追梦者一直在坚守、在前行。

咖啡产业是万宁主打特色产业之一，万宁目前
正打出多种组合拳，力争打造百亿级产业，让兴隆咖
啡香飘自贸港，香飘全世界。

教育逐梦
东山岭下打造优质教育品牌

2012年，湖南人张东海来到万宁，他想在这里
创办一所理想的“三园式”学校——美丽的花园、学
习的乐园、和谐的家园。彼时的他已经56岁，刚刚
在北师大面向全国招聘中胜出，出任北师大万宁附
中的校长。

那一年，万宁市委市政府怀揣着为人民办好教
育的信念，敢于创新，创下海南教育史上的第一：引
进岛外优质教育资源，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办学，以

“国有联办，机制创新，自主办学”的新模式全面刷新
海南教育改革。

当时的双方合作办学推行的几个举措在海南尚
属首次：学校管理体制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理事会由万宁市政府及北师大双方共同组
成，赋予校长在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设备设施管理、
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全体教师

面向全国招聘，全体教师工资上浮20%，实行全员绩
效考核，推行奖励考评制度。

北师大万宁附中正对着的，是海南文化名山东
山岭。万宁建制千年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文官武将
造访东山岭，留下大量的书法墨宝——摩崖石刻，东
山岭也成为海南读书人向往的修习之地。自宋以
来，古万州还办有万安书院，文风蔚起。从古至今，
万宁皆有崇学重教之风。

万宁人从不甘于在教育上的落后，北师大万宁
附中正是由此应势而生。在万宁市委市政府全力支
持下，张东海以毕生从教的经验，在万宁附中放手施
展教育改革，全体教师勠力同心，“三年树品牌，五年
创‘一甲’”。2017年，北师大万宁附中跻身海南省
一级中学之列，为万宁和海南教育的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成为海南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

（本报万城9月27日电） 十年耕耘何其艰，

万宁教育换新颜。

京师大旗树南国，

满园春色花正艳。

固本铸魂育桃李，

滋兰树蕙话当年。

任重道远须努力，

杏坛园丁再扬鞭。

有幸与冲浪结缘，多年来从事冲浪运动产业的我
亲历了海南冲浪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也见证了这里不
少的精彩故事。

选择冲浪，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2010
年，我从英国桑德兰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回国，和先
生一起回到海南寻找机遇。在外国友人的推荐下我开
始了解冲浪，随后被选为一名官方翻译参与第一届和
第二届万宁国际冲浪赛的组织运营。

自此，我和冲浪不期而遇。2016年冲浪被选入东
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此后，从帮助国家体育总
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组建第一支国家冲浪队及后备人
才选拔，到协助万宁市政府在日月湾筹备国家冲浪基
地的临时点，再到为在万宁训练的国家冲浪队和各个

省市队伍做好平时训练的服务保障等相关工作……我
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如今，冲浪作为一项时尚类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喜爱，海南也不断推动传统旅游消费和文化体育消
费优化升级。我作为万宁市政协委员，通过多次走访
调研和深入考察，看到将万宁打造成全球知名旅游IP
或者体育旅游IP的可能性，深刻感受到冲浪在促进

“体育与旅游”和“运动与教育”深度融合等方面有着无
限的潜力。

我会在这条路上一直深耕下去，以冲浪为桥，谋共
赢之道，把冲浪文化推广开来，使冲浪文化与海南本土
文化融合，让冲浪成为海南的金字招牌，让更多的游人
在海南享受属于自己的“冲浪时间”。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
所的农业科技工作者，2007年毕业后就来到万宁，主
要从事咖啡、胡椒等热带特色作物病虫害防控研究与
示范推广工作。

万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热带植物
资源，近年来，香饮所聚焦万宁热带优势产业发展需
求，着力探索科技成果与地域经济的深度融合，积极推
动所地合作。围绕咖啡、胡椒、斑兰叶、诺丽等特色热
带作物产业，实施种源关键技术、高效绿色栽培技术、
生态高值化加工技术等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多年来，香饮所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甘于奉献的

人才队伍，热带香料饮料科技创新团队获评“全国专业
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香饮所也入选了由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技部等7部委联合发布的首批“科学家
精神教育基地”名单。

很幸运生活在这个时代，很荣幸加入热科院香饮
所这个科研大团队，能够共同为万宁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发展奉献力量。

万宁教育十年感怀

盘古掌体育创始人陆盛华：

以冲浪为桥 谋共赢之道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孙世伟：

实施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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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市政府教育顾问 张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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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滨海旅游公路。

俯瞰万宁日月湾。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