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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中国新闻社海南分社

一座茅草屋、一座砖瓦房、
一座三层小楼房，在海南省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甘什村委会什进
村，有这样排成一条线的三座房，
无声地“讲述”着这个黎族村庄
的巨大历史变迁。

“我 2005 年嫁过来的时候，
村里还有很多茅草房。”村民黄
红英从湖南郴州远嫁而来，说起
当年村里的穷景象，笑言当年是
被丈夫“骗”来的，“那时候村
里人仅靠种植一些水稻、槟榔、
橡胶等维持生活，收入微薄。”

随着海南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因毗邻著名旅游城市三亚，在什
进村所在的甘什村委会，两家国
家 5A 级景区——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先后建成。从 2010 年开始，
当地政府引进开发企业，引导扶
持什进村改善基础设施、转变村
民生产经营观念，发展乡村旅游。

什进村施行“公司 + 农户”
发展形式，即在土地所有权归村
集体、基本农田不动的前提下，
公司出资、建设、管理和运营新
建的涉旅业态。目前，已建成大
门景观区、42 栋村民安置房、11
栋黎族特色酒店客房区、餐厅及
农事体验区。

在政府引导和企业带动下，
住着茅草房、砖瓦房的村民，住

进了让城里人都羡慕的乡间别墅。
“我家 2013 年 12 月 31 号搬进新
的 120 平方米两层小楼，直到搬
了新家，才敢接湖南的娘家人过
来看一看。”黄红英对搬新家的
日子记得清清楚楚，新房子是用
老房子置换再加上家庭人口数综
合分得，“房子没花一分钱，要
是自己盖，起码要几十万元（人
民币，下同），以前想都不敢想！”    

对村民来说，除了获得安置
房产、青苗补偿、土地分红等多
项收益，还可直接在企业就业。
黄红英就在村里的布隆赛度假酒
店上班，除了原有的果园收入，
还多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

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该村
人均年收入 2170 元，2018 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 1.53 万元，不到十年
增长到 7 倍多。更让黄红英高兴
的是，村里人的思想随着生活的
改善也彻底的改变了，“现在村
里人大部分在附近的景区工作，
没人在家里酗酒了！ ”

什进村只是当地黎村变化的
缩影。

“我是在茅草屋里出生、在
砖瓦房成年、在楼房里成家的。” 
距什进村 15 公里的保亭六弓乡田
圮村委会岸节村，村小组组长陈
企勤在自家二层楼房里说，“住
在楼房里，家具家电齐全、用上

“这是基地里刚摘下来不久
的金枕榴莲，你尝尝看好不好吃。”
近日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的华盛红毛丹种植基地，负责
人于德胜切开一个近 4 公斤重的
榴莲，邀记者尝鲜。

榴莲是原产自东南亚的知名
热带水果，中国的海南、广东等
地早前虽有种植试验，但未见有
挂果生产的公开记录。

华盛红毛丹种植基地的榴莲
种在道路两旁。“我这是无心插
柳柳成荫。”于德胜说，2014 年
引种这批 40 余棵榴莲树，只是想
取榴莲之谐音，把基地内的主干
道称作“留恋”路。因而除了浇
浇水，被当景观树种植的榴莲树
没有受到特别对待。

“第二年、第三年都开花了
但没结果。去年 12 月再开花后，
今年 2 月发现挂果。”于德胜介绍，
自今年 5 月开始，榴莲就进入了
成熟期，基地内九成树都先后有
结果，“今天切开的是最后一批”。

这“国产”榴莲闻起来隐隐

有榴莲独有的特殊香味，入口口
感软糯嫩滑，初觉清凉甜蜜，尔
后有微微苦意，再后香甜绵绵、
回味无穷。

泰国“金枕”、马来西亚“猫
山王”……当前进口自东南亚的
榴莲占领了很多中国人的味蕾，
中国拥有巨大的榴莲消费市场。
近期的公开报道显示，在今年前
4 个月泰国出口至中国的新鲜水
果中，仅榴莲单种水果的出口总
值就达 4.18 亿美元。今年 6 月，
马来西亚冷冻带壳猫山王品种的
榴莲首次登陆中国。该国农业部
长沙拉胡丁表示，向中国出口猫
山王榴莲预计今后每年将为马来
西亚带来至少 5 亿林吉特（约合 1
亿欧元）收入。

“我们对海南种植榴莲保持
审慎地乐观。”8 月 6 日在华盛红
毛丹种植基地，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冯学杰带
着技术专家，指导基地工人修剪
榴莲树枝。冯学杰认为，榴莲的
种植区域、相关品种的适应性等

问题均需要更多试种数据研究论
证，在此之前不宜大面积推广。

“目前我们计划在保亭、三
亚等地进行生产性试种，在琼海、
澄 迈 等 北 部 市 县 开 展 适 应 性 试
种。”冯学杰表示，即便试种成功，
消费者要吃到便宜新鲜的海南产
榴莲，可能还要耐心等个三五年。

保亭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
国贤认为，榴莲生产性试种若取
得成功，或将成为第二个红毛丹，
为保亭县的特色水果产业添砖加
瓦。

红毛丹是热带多年生常绿乔
木植物，也是知名的热带水果之
一。在中国，由于气候等因素，
红毛丹只能在海南省南部地区的
保亭县大面积种植。保亭县农业
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
该县水果种植面积 7 万多亩，其
中仅红毛丹种植面积就达到 2.3 万
亩。

保亭县目前已向一些种植户
发放了一批榴莲种苗，期待得到
更多试种成功信息。 文 / 王晓斌

水枪呲水精准，水盆洒水一
大片。8 月 7 日是农历七月初七，
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七
仙广场水花四溅，欢笑连连。数
万当地民众和游客聚集在此，共
度 2019 年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

嬉水节是海南保亭的黎族、
苗族同胞一年一度盛大的民间传
统节庆，是由黎苗民间祭水习俗
发展起来的节庆活动。每年农历
七月初七，在保亭无论男女老少，
不论相识与否，都纷纷拿起各式
各样的水盆或各种水枪，欢快地
相互泼水嬉戏，传递祝福。年轻
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甚至打起激烈
的 " 水仗 "，全身湿透，乐在其中。

“七夕”当天，十里八乡的
当地民众、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
拿着水枪、水瓢、水盆等各式嬉
水器具，一大早就往保亭县城的
七仙广场汇集。广场的舞台上，
一场祭祀之舞过后，黎族娘母、
长老依次出场。在长老的带领下，
七位“仙女”迎接“圣水”，并将“圣
水”洒向现场观众。

“丰年祭”、“迎圣水”等

开幕式节目陆续上演后，广场上
的人们不约而同拿起手中的各式
器具，相互泼洒“圣水”表达祝愿。
记者在现场看到，手持水枪者搜
寻“心仪”的目标；持水盆的人
则占据水源，频频朝四面抛洒；
更有“豪放派”之人，直接跳进
喷泉里，感受持续的清凉。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嬉水
节，气氛非常好。”来自黑龙江
的陈先生专程为嬉水节而来，他
们一行五人人手一把大型水枪，
时而相互喷射，时而与他人“对
战”。“听说被喷的水越多得到
的祝福越多，这样看来我们不虚
此行。”浑身湿透的陈先生说。

“浪漫的七夕时节，欢迎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和保亭的
父老乡亲们齐聚在美丽的七仙岭
下。”保亭县县长符兰平介绍，
今年的嬉水节在保留历年欢庆形
式的基础上，还与庆祝新中国 70
华诞的“我和我的祖国”活动紧
密融合，以嬉水节的形式歌颂祖
国、祝福祖国。 
 文 / 陆轩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呀诺达”）与美国
探索集团（DISCOVERY）联袂打
造的呀诺达探索（DISCOVERY）
旅游度假综合体项目近日已完成
概念性规划，相关工作在中外文
化交融下稳步推进。

在今年 3 月 18 日举行的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三
批）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保亭分
会场中，呀诺达与探索集团顺利
签约，就旅游度假综合体项目达
成初步合作意向。

据介绍，该项目是美国探索
集团旗下 LBE 实景娱乐部第一次
在全球打造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项 目。 项 目 计 划 投 资 50 亿 元，
拟 通 过 引 进 DISCOVERY 自 然
生态公园、DISCOVERY 丛林探
险水乐园、DISCOVERY 酒店和
DISCOVERY 雨林度假村等系列
合作项目，使呀诺达由传统的生
态观光旅游区向休闲度假旅游区
转型升级，使保亭县旅游业发展
实现双品牌驱动。
 文 / 叶玉琪

从茅草屋变成小楼房
海南保亭黎族村庄迎巨变 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保亭榴莲“意外”挂果 海南特色水果阵列或又添“新兵”

“七夕” 节万人广场嬉水狂欢 

呀诺达探索旅游度假综合体完成概念规划

图为保亭甘什村的一栋乡村别墅，它既是游客中心又是酒店前台。 
 王晓斌 摄

人们放下平日里的矜持，嬉水欢闹。 骆云飞 摄

图①：红毛丹是保亭县种植面积最广的热带水果。图中红色的水果就是红毛丹。� 王晓斌 摄
图②：图为“七仙女”邀游客前往保亭品尝红毛丹。� 王晓斌 摄
图③：图为呀诺达景区美景。� 曹传佳 摄

了自来水，出入有小汽车，在公
司还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在农村
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生活吗？！” 

记者在村里看到，48 栋小楼
房纵横布局，均按照黎族传统的
“船型屋”模样建设，道路两旁
是被人精心维护的花草树木，在
青山绿树掩映下，非常精致美观。
陈企勤告诉记者，村里直到上世
纪 80 年代末还都是茅草房，90 年
代才出现泥坯砖瓦房，2012 年后
开始陆续住上了小楼房。

“岸节村曾经连续 12 年不用
去做计划生育工作。”田圮村委
会主任黄健明说，2014 年田圮村

委会田圮、岸节两个自然村村民
大规模迁入新居前，村里村几乎
只有女儿出嫁，没有媳妇进门。

住进新房子的 2014 年当年，
就有 6 家娶亲，陈企勤便是其中
之一。时年 35 岁的陈企勤，曾经
外出打过工过，也在家搞过养殖，
直到带女友看过自家楼房，才娶
上媳妇成了家。目前 50 多户居民
的田圮、岸节两个自然村，已有
48 户搬进了小楼房。

与什进村一样，田圮、岸节村
村民的楼房，村民都没花一分钱。 
2010 年，保亭县政府引进企业进
驻六弓乡按照“农民致富、生态保

护、企业获利、政府满意”原则发
展农艺经济发展示范区。田圮、岸
节村作为建设示范村，被企业优
先投入资金发展建设。目前，与陈
企勤一样，不少村民除了自家农事，
还在当地企业上班。

黄健明告诉记者，以前企业
进村搞开发，有的村民会阻扰，自
从看到田圮、岸节村住上了楼房，
各村都希望引进企业一起谋发展。
近年来，当地陆续引进企业发展
百香果种植等特色产业，发展形
势喜人。 文 / 尹海明、王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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