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UVELLES  D'EUROPE
星期三 05 Juin 2019

■责任编辑：申忻

P 15 海南专版

今
日
海
南

第
一
百
五
十
期

主办

承办

海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共琼海市委宣传部  

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妈妈，快看！这就是可爱
的网红小猪！”近日，在海南琼
海市博鳌镇南强村，来自河南的
游客钟春燕正带着女儿游玩，一
个“胖女人赶着 12 只小猪”的雕
像引起她们的注意。

5 月， 作 为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2019 年年会期间外事会见、招商
茶叙场所之一的南强村依然热闹，
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想一
睹美丽乡村会客厅的风采。

近年来，琼海市依托乡村原
有的区位和资源优势，通过技术、
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投入，打造
成村民乐居、旅客乐游、产业兴旺、
人际和谐的新农村。

今年，海南在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期间吹奏“博鳌田园外交”风，
在博鳌镇南强村、沙美村、农业
公园等地，以茶叙、田园漫步等
形式，开展30多场外事和“一对一”
精准招商的活动。

伴着渔船的马达声，闻着稻
花的清香，品着海南的咖啡……
在如画的环境中，谈笑间“敲定”
了合作事项。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期间，海南打造博鳌“美

丽乡村会客厅”，开展外事交流、
招商引资活动，“田园风”和“国
际范”碰撞出别样的味道。

走进博鳌镇南强村，槟榔树
错落有致，乡间小道曲径通幽，
古树花木间，一栋栋南洋风格的
青砖古宅如立画卷。

“休闲的洽谈环境，拉近了
双方之间的距离。” 美国嘉吉投
资（中国）亚太区总裁安博泰多
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却是
第一次在博鳌的乡间进行商务活
动。“乡村的传统民居与现代设
计交汇融合，既保持原有风情，
又萌生另外一番韵味，让人印象
深刻。”

南强村是一个有着 52 户人家、
253 人的侨村。2017 年，南强村
被纳入博鳌田园小镇美丽乡村建
设。全村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改造了村庄
的基础设施，传统侨乡焕发出全
新活力。

村民建起农家乐和民宿，吃
上“旅游饭”。“花梨人家”农
家乐、“凤鸣书吧、“凤凰客栈”
等新的旅游业态相继建成。村民

如今，到美丽乡村旅游休闲，
不仅仅是一件惬意的事，也是一
种出行的新时尚。

“生态环境是我们最大的优
势。”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介绍
道，琼海邀请了国内顶尖规划设
计团队，统筹修编博鳌地区总规、
控规、城市设计导则等规划设计
方案，将生态修复理念融入其中，
通过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
划、生态环保规划“三规同步”，
把博鳌地区的每一个区块、每一
个村庄、每一条道路、每一块农田、
每一栋建筑都设计好，力求保持
生态的底色不变。

在沙美村，琼海市将村内内

海全面退塘还林还湿，恢复生态
和景观功能，复植红树林 568 亩，
形成了以红树林保护为主的湿地
生态区。去年 10 月，数万只候鸟
从各地飞到沙美村，十分壮观。
沙美红树林湿地公园在此基础上
打造了“密林野趣”“白鹭齐飞”“夕
阳静思”“湿地觅趣”等景观，
建设了步道游线和水上游船线，
配套建设了码头、眺望台、观景
平台、廊亭等休闲空间，整个村
庄犹如一个开放的大公园。

“去年 4 月至今，我们村累
计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光村
集体收入就增加了 30 多万元。”
沙美村党支部书记冯锦锋介绍，

沙美村民大多转产转型吃上了“旅
游饭”，绿水青山成了村民的金
山银山。

“小镇优美的风景、古朴的
民风，给人亲近感、归属感；国
际化色彩，则让人感受到博鳌开
放的魅力。”多次到博鳌旅游的
湖南游客钱霞这样感慨。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称赞博鳌从小渔村蜕变成美丽田
园乡村，“博鳌亚洲论坛的成功
举办，提升了海南在世界上的知
名度，增进了海南和世界的交流。
海南是一个有着丰富资源的美丽
海岛，相信它未来有着很好的机
遇和潜力。” （文／张茜翼）

“蔡家宅融合了建筑学美学，
经过了 100 多年风雨，到现在为
止还是觉得特别震撼。”近日，
由海南省委网信办、海南省旅文
厅指导，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主
办的“外宣新媒体看海南”活动
走进琼海，采访团的记者编辑在
此追寻“海南侨乡第一宅”蔡家
宅华侨往事。

蔡家宅由印尼富商蔡家森等
四兄弟共同建造，包括 4 座宅院，
建筑面积共 2645 平方米，其中以
蔡家森的宅邸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

蔡家后人蔡王普君如今专注
于蔡家宅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据
她介绍，蔡家宅始建于 1924 年，
历时 10 年，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
从国外运回来的，其建造过程历
尽艰辛。“那时海南还没有钢筋
水泥，建屋用的水泥是用船运回
来，地砖、琉璃、螺纹钢也都是
用英文报纸包着从印尼运回来。”

蔡 王 普 君 说， 祖 辈 蔡 家 森
1886 年出生在琼海市留客村，18
岁独闯南洋，40 岁左右成为印尼
有名的大富商。因有丰富的见识，
蔡家宅在建造时形成中西合璧的
建筑风格。

“炎黄子孙热爱家乡的观念
很重，不管走多远，都要落叶归
根，蔡家老宅承载了子孙六代人
对家乡的念想，是魂牵梦萦的家。”
蔡王普君说，如今蔡家人虽散落
在世界各地，从事不同的行业，
但每逢清明就会回来祭祖，三年
一次小聚会、五年一次大聚会，
全家还设立了基金，用于保护修
缮老宅。

蔡家宅已成为海南华侨文化
的代表，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目
光。蔡家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天都有10-15批游客前来参观，
其中不乏专程从海外赶来的华侨
华人。特别是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到蔡家宅。
目前，蔡家宅正在进行修缮。

蔡王普君说，计划将一些文物和
家具从印尼运回，补充现有的陈
设。另外，一楼将会增加一些数
字展板，把蔡家四兄弟的发家史
用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编辑陈
燕妮对蔡家宅印象深刻。在她看
来，“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它这
么保存下来 ，子孙在这里面给我
们讲一些故事，这对于参观者或
是当地人来说，都能起到很好的
教育作用。” 

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在新媒体
平台上写道：“走进蔡家宅，可
以看到耐磨华丽的地砖，雕刻精
美的屋檐，按古制配置的陈设，
字字珠玑的蔡氏家训，宅前有 600
多平的荷花池，村中有 800 多年
的重阳树。这里的一草一木，一
文一图，都在诉说着曾经的光辉
岁月……”� （文／张茜翼）

自从 2018 年 7 月在博鳌超级
医院接受中国首例蓝牙心脏起搏
器植入手术后，患者贺小姐（化
名）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每天都
可以实时了解植入后的基本情况，
完成数据采集上传、远程随访。

植入贺小姐身体的蓝牙心脏
起搏器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起搏
器，手术前 3 个月在欧洲使用，
尚未在中国获得批准上市。得益
于国务院特别赋予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下称“先行区”）
的九条优惠政策中“临床急需”
通道引进，贺小姐提前使用到国
际先进的起搏器，大大改善了生
活质量。

像这样的例子在先行区并不
少见。18个国内顶级水平的院士、
专家团队入驻博鳌超级医院；韩
国 JK 整形外科医院、法国居里研
究所、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等
优质资源和项目纷至沓来……

作为中国首个以国际医疗旅
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
织聚集地为主要内容的试验区，
先行区已逐步在干细胞临床研究、
肿瘤治疗、医美抗衰和辅助生殖
等 4 个领域形成产业集聚，积极
探路打造医疗健康开放新高地。

加快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健康品牌

一枚指头大小的胶囊，让临
高县的胃病患者王智永体验到了
高科技带来的实惠。不同于以往
通过胃镜插管检查，王智永这次
检查只服用了一颗医生指定的胶
囊，就无痛、无创、无麻醉地完
成了检查。

这枚胶囊是磁控胶囊胃镜，
它是中国自主产权的能够精准查
胃的胶囊胃镜。

一年来，得益于特许的优惠
政策，先行区已获批进口使用 4

批次 7 个品种少量、急需的进口
药物；甲类大型医疗设备 PET-
CT、质子治疗系统、达芬奇外科
手术机器人等大型医用设备获许
配置使用；33 名境外医师在先行
区注册执业，注册时间放宽至 3
年……

“一些在海外已经使用的药
品、设备和耗材，引进中国需要
3 年至 5 年。而在先行区，最快两
个月可以使用在病人身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院
长李兰娟表示。

　
深化对外开放，助推国际化

“一样的医美效果，不用去
韩国，在先行区就可以做到。”
对国内众多爱美人士而言，这正
成为现实。

去年底，博鳌一龄生命养护
中心引进韩国 JK 整形外科医院，
成立 JK 整形博鳌国际诊疗中心。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开展 50 多
台手术。”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
事长李玮说，借助中心的落地，
将助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国际化。

琼海市委常委、先行区管委
会副主任何鹏飞介绍，2018 年以
来，先行区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国
际招商选资工作，共接待临床治
疗、医疗器械、生物制药、投融
资等领域国内外企业 326 家，与
一批国外尖端医疗企业开展实质
性合作或达成合作意向。

例如，MD 安德森癌症治疗
中心计划设立肿瘤门诊部，远期
建设配置质子治疗设备的肿瘤专
科医院；惠每医疗集团拟设立远
程会诊中心、培训基地、医院协会；
新加坡亚洲美安医疗集团与博鳌
国际医院达成合作意向。
� （文／张茜翼）

遇上
海南琼海美丽乡村变会客厅

淳朴乡村成了新“网红”

正在建设中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吴天军 摄

莫壮陶将自家 120 平方米的房子改
造成陶醉音乐酒吧，成为游客的
乡村必到之地。

扁舟浮塘，竹掩晴窗，柔软
的风穿过蕉林，吹过草地，在湖
面上抚起粼粼波光——毗邻博鳌
亚洲论坛会址的沙美村，游客络
绎不绝。

“伴着蛙鸣鸟叫，这样的商谈
方式十分新鲜。”麦格理集团中
国区负责人吴迪文说，该集团非
常看好海南的发展潜力，希望在
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开展合作。

吴迪文当日会谈的沙美村，是
海南美丽乡村的样板村之一。“自
己的家成为了论坛嘉宾眼中的景

点”，这让村民莫泽豹有点意外。
前两年，他回乡在老屋开起咖啡
店，田园风的店面设计，供应的茶、
咖啡、特色点心，受到游人喜爱，
如今他月收入过万元（人民币，
下同）。

走进琼海蔡家大宅  追寻华侨爱乡往事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探索医疗对外开放先行之路

近日，由海南
省委网信办、海南
省旅文厅指导，中
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主办的“外宣新媒
体看海南”活动走
进琼海，采访团的
记者、编辑在此追
寻“海南侨乡第一
宅”蔡家宅华侨往
事。 
 吴天军 摄 

沙美村优美的田园风光。� 吴天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