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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打造    沿海对外开放窗口
【侨报讯】2020 年伊始，海南

万宁市石梅湾格外热闹。除了世界
各地的游客来这里度假，湾区还有
许多特色鲜明的文化活动，有书香
十足的“辞旧迎新 石梅飞墨”笔会，
有古色古香的“红学与非遗”分享
会以及万宁本地的艺术作品展，俨
然是一场小型文化博览会。

万宁不仅文化气息浓郁，体育
赛事更增添城市活力。近年来，该
市外引国际冲浪赛、国际大帆船赛
等高端文体赛事，内承优秀传统文
化，不断探索新的文化合作模式，
发展“旅游 +”，形成辐射万宁周
边的文旅产业圈，打造海南东部沿
海对外开放的窗口。

挖掘优秀文化凸显城市魅力
走进万宁市溪边村，青砖砌墙

的溪边书屋，朴素淡雅，长长的书
架上书籍种类繁多。村里几间仿古
瓦房改造的“孝道人家”“读书人
家”“时尚人家”，分别展示着村
中常见的农耕生产用具，讲述着村
中文氏子孙读书成材的故事，书屋
24 小时开放。

目前，万宁市已实现行政村书
屋全覆盖，书屋内会定期组织种类
众多的文化活动。

“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重要
资源和宝贵财富，也是旅游资源的
灵魂和魅力所在。”中共万宁市委

海南万宁国际马拉松赛开跑 选手尽览侨乡风光

220 名世界冲浪选手在日月湾展开对决

万宁兴隆 : 侨乡文化从味蕾弥漫

▲醇香的兴隆咖啡。  万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1 月 6 日，Corona WSL 世界男、女子短板冲浪挑战者系列赛（万宁站）在海南万宁市日月湾开幕。
 摄 / 骆云飞 

▲万宁兴隆巴厘村异域风情浓郁。  摄 / 骆云飞

▲万宁兴隆巴厘村异域风情浓郁。  摄 / 骆云飞

【侨报讯】“华润·石梅湾”2019
万宁国际马拉松赛日前在海南万宁
市人民公园鸣枪开跑，来自 6 个国
家的近万名选手奔跑在山海平原之
间，沿途欣赏到大海美景，尽览侨
乡大美风光。 

此 次 赛 事 主 题 为“ 万 马 奔
腾，多彩万宁”，比赛项目设置
马拉松（42.195km）、半程马拉松
（21.0975km）、迷你马拉松（约
5km），赛道起点为万宁市人民公园。

从人民公园到万安书院，从万

宁老街到滨海旅游公路，从南燕湾
观海亭到石梅湾……一个个奔跑的
身影成为万宁的城市风景线。跑友
中不仅有年逾花甲的老者，有稚嫩
小儿，还有不少全家齐上阵参与这
场奔跑盛宴。

经过激烈紧张的角逐，来自肯
尼亚的选手凯布伊·以西结·基普
鲁托以 2 小时 13 分 46 秒的成绩夺
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肯尼亚
选手吉塔伊加·南希·怀古莫以 2
小时 55 分 2 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

拉松女子组冠军。
万宁市副市长魏龙表示，近年

来，该市依托优美的生态环境，做
强文旅产业，发展体育产业，大力
推进全民健身运动，举办了一系列
有规模、有水平、有影响的体育赛
事，推动万宁“体育 + 文化 + 旅游”
模式的发展。万宁将把这次赛事办
成“金牌赛事”，希望参赛选手在
美丽的跑道上，在青山绿水间，跑
出速度与激情，跑出活力与风采。
 文／张茜翼

【侨报讯】1 月 6 日，Corona 
WSL（世界冲浪联盟）世界男、女
子短板冲浪挑战者系列赛（万宁站）
在海南万宁市日月湾开幕。本次赛
事是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冲浪短板
项目的资格积分赛。来自近 3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220 名冲浪运动员将
在此展开为期 7 天的对决。

开幕当日，万宁天气凉爽多云，
日月湾风急浪高，选手们在浪尖跳
跃、冲刺，展示矫健身姿和高超技
巧，引来周边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
理中心运动一部副部长张敏表示，
自 2016 年 8 月冲浪被列入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冲浪
运动开始在中国普及，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和喜爱这项运动。此次
赛事是历届万宁国际冲浪赛中，外
籍及中国参赛运动员水平最高的一

届。
澳大利亚冲浪选手诺亚曾担任

海南冲浪队助教，这是他首次在
中国参加世界冲浪联盟短板冲浪赛
事。他认为万宁是他的福地，将尽
自己最大努力奋力一搏，提升排名。

21 岁的万宁小伙黄云翁数月
前加入中国国家奥林匹克冲浪集训
队。“作为本土‘浪人’，我更了
解日月湾的浪，有利于比赛。”黄
云翁说，此次比赛高手如云，希望
从中找到自身差距和不足，加强训
练不断进步。

“很高兴地看到，在一些高水
平的冲浪比赛中，越来越多中国选
手参与其中，并表现得很好。”世
界冲浪联盟亚太区总经理史蒂夫
说，万宁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海浪，
非常适合冲浪运动，经过连续举办
国际冲浪赛事，让海外冲浪者都知

道在万宁可以“冲好浪”。
中共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杨志斌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近
年来，万宁市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
业，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取得长足
进步。作为海南重要的体育品牌赛
事，万宁国际冲浪赛经过十年的培
育与成长，已经成为海南体育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该市将和赛事组委
会一道，让万宁国际冲浪赛成为推
动国际冲浪文化交流和冲浪产业发
展的重要纽带，成为扩大开放、提
升水平、增进友谊、促进交流的一
张“金色名片”。

赛事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沙
滩嘉年华和公益教学活动，并围绕
赛事专门推出 2 条观赛精品旅游线
路，推动“冲浪 + 旅游”新业态新
产品，以推广万宁冲浪之城城市形
象。 文／张茜翼

【侨报讯】行走侨乡兴隆，有
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侨乡味道，让这
个小镇弥散着独有的东南亚风情。

兴隆有“到兴隆不喝兴隆咖啡，
就等于没到过兴隆”的说法。爱喝
咖啡，是绝大多数兴隆人的习惯。
在常住人口仅 3 万多人的兴隆，拥
有超过 200 家各式装修风格的咖啡
馆。据悉，兴隆人均年消费咖啡约
230 杯。

上世纪 50 年代，在兴隆安家
落户的归侨们，从海外带回了咖啡
种子，不但生产出声名远扬的兴隆
咖啡，还把喝咖啡的传统带进兴隆。
半个世纪来，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
区的归侨生活、文化、习俗大融合，
在兴隆形成了独特的“兴隆文化”。

“兴隆咖啡是焙炒咖啡，之所
以名扬中外，久盛不衰，是因为兴
隆咖啡的焙炒技术。”万宁兴隆咖
啡协会副会长吴春光说，这是在东
南亚传统焙炒工艺的基础上，经过
几代咖啡人不断的锤炼和提高，最
终形成的独特焙炒技术。

咖啡果采摘后，前前后后要经
过近十道工序，采摘、去皮、晾晒、
脱壳、再晾晒、过筛、分集、挑选、
装袋保存半年以上，最终才经过加
工成为飘香的兴隆咖啡。“兴隆咖
啡浓而不苦、香而不烈、回味悠长，
有很多消费者喜欢。”吴春光说。

“我们每天的生活在一杯咖啡
中开始。”老归侨杜添江说，咖啡
是大多数归侨们的必备品，在物资

贫乏的上世纪 60 年代，即使是无
糖无糕点的苦咖啡，也被归侨们奉
若至宝。

杜添江和家人在兴隆经营一家
印尼餐厅，这家名为“伊萨娜”的
餐厅从装修到菜系都是十足的印尼
风情，接待过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杜添江说，兴隆的咖啡、东
南亚歌舞、温泉等特色旅游产品，
都非常受游客青睐。

在兴隆，像“伊萨娜”这样的
东南亚风味餐馆，大多数都是归侨
或归侨子女开设。餐馆里弥漫的不
仅仅是咖啡香味，还有更加浓郁的
怀旧气息。“我们从小就在印尼生
活成长，十分留恋那里的美食味道，
所以回国后依然想要把这种味道留
住，带给更多的人。”兴隆“南洋
风味”餐厅老板黄文能说。

咖喱牛腩、沙爹牛肉串、印尼
虾饼、吮指虾、酸豆闷鱼、印尼炒
饭……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口味，黄
文能在调制酱汁的时候进行了些许
调整，少了些许印尼菜中的酸辣。
咖喱牛腩是这家店的招牌菜。整块
的牛腩用咖喱烧出香味之后，切成
块加上椰奶继续炖煮，一口下去满
嘴都是浓浓的咖喱香和椰奶香。 

20 世纪 90 年代，兴隆大力发
展旅游业，凭借丰富而独特的自然
风光和独特的侨乡文化，吸引万千
游客前来观光游览。这里的东南亚
美食，也随之成为了“网红”。
 文／张茜翼

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志斌说，万宁
一直致力于挖掘优秀文化，将文化
与体育赛事、旅游相结合，发展文
化特色产业。

万宁凤凰九里书屋是海南的海
南“网红书店”。凤凰九里书屋距
大海百米之遥，走进书屋，映入眼
帘的是一架架的图书，6000 个品种，
共计 14000 册，随处可憩的休闲座
椅，背景音乐轻松愉悦。

推开书屋的窗子，新鲜的海风
扑面而来，吹得桌子上的书自由翻
页，并发出沙沙的声音。走出书屋，
黑石和青皮林是石梅湾独有的景
观，海岸线长达 6 公里，4000 多年
自然生长的青皮林和百万年形成的
西岭山环绕左右。

凤凰九里书屋店长陈润崛介绍
道，书屋开业至今，已开展名人名
家讲座、书画摄影展览等各类文化
活动 300 余场次，吸引游客读者累
计达 20 万人次。来自五湖四海的
读者、旅行者、社区公民，带着不
同地域的历史人文风貌与思想情
感，相聚于此交流分享。

如今，万宁市将石梅湾打造成
“九里文化海湾”，举办特色文化
活动，沉淀书香文化，打造“公益
+ 文化”的城市明信片。

生态文化也是万宁的一大特
色。“一步一景，步步入画。”在
万宁市境内的滨海旅游公路被誉为

东部
海南

“会讲故事的旅游公路”，先后串
联了十多个美丽海湾，沿途有大海、
沙滩、山岭、内海、河流、渔村、
田园、椰林等多种风光。

新兴产业带动“旅游+”
“脚踏海浪，手中弄潮，冲浪

很嗨。”在万宁日月湾，从山东来
万宁体验冲浪的游客陈思彤抱着浪
板冲向大海，波浪翻卷，海风微凉，
她熟练地踩上冲浪板在海面驰骋。

冲浪旅游是万宁旅游产业新业
态之一。“万宁冲浪运动的市场正
逐步被激活，前景可期。”万宁盘
古掌冲浪俱乐部负责人朱才君表
示，2017 年俱乐部成立以后，至今
接待游客已超过 10 万人次，其中
发展会员超过 5000 人，“近三年
来冲浪的游客明显增多。”

万宁市积极培育冲浪市场。自
2010 年起，该市已经连续举办了
10 届国际冲浪赛，这一赛事从最初
数十人“自娱自乐”发展成 40 个
国家 400 多名运动员参赛。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品牌赛事的举办既提高地方知
名度，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
还提升本土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带
动当地消费。

做好做精赛事文章，万宁依托
现有文化资源积极引进国际自行车
环岛大赛、中华龙舟大赛、国际大
帆船赛等，打造出一座充满活力的
文化体育之城。

此外，万宁开展全域旅游创建，
开发旅游新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
突出发展“活力旅游”，结合当前
流行的骑行游、自驾游等旅游方式，
依托兴隆国家绿道、兴隆热带花园、
兴隆热带植物园等，结合周边的美
丽乡村，打造热带雨林旅游新产品。

万宁 109 公里的阳光海岸上有
9 个美丽海湾，结合优质海湾资源，
万宁重点打造冲浪、潜水、龙舟、
海钓、邮轮游艇、水上飞机等六大
水上运动旅游新产品。

去年上半年，万宁共接待过
夜 游 客 251.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7%，过夜旅游总收入 23.96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8.86%。
   
建设有故事有产业的新农村

日前，在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
村的共享菜园里，家住万宁市区的
陈兴强带着 6 岁的小外甥在田地里
摘花生。“现在周末都往乡村走，
悠闲自在，而且可选择的景点很多，
小孩也觉得新奇好玩。” 

近年来，万宁遵循“不搞大拆
大建、不求同样的建设模式、不套
用城市标准”，从挖掘、保护和传
承乡村文化入手，打造出一批美丽
乡村，不仅丰富城市居民与游客的
旅游出行选择，也改善了当地居民
的生活。

万宁去年建设 30 余个美丽乡
村，让农村“靓起来”。为避免“千
村一面”，万宁通过邀请海南省建
筑设计院的规划设计专家对美丽乡
村的规划进行逐一评审，确保规划
的科学性、合理性，塑造“有故事”
的美丽乡村。

在长丰镇边肚村文通村民小
组，村民房屋外墙上装饰着彩绘的
人形图案。“‘黎’元素是我们村
的特色。”边肚村党支部书记黄业
平说，从村道建设、民房布局，再

到旅游线路设计，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确保能充分展示黎村特色。2016
年，边肚村获评第一批海南省五星
级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产业支
撑。大石岭村党支部书记曾宪蕃介
绍，大石岭村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
中挖掘红色文化与田园特色，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推动村子产业转型，
“目前已经形成海水养殖、特色瓜
菜种植、乡村旅游等多元产业。很
多外出的村民都回来谋发展。”

万宁市万城镇联星村溪边村民
小组以培植三角梅为主要产业，该
村三角梅年产量达到 12 万株，有
12 个品种。“溪边村既是一个产业
园，也是游客的大花园。” 联星
村党支部书记陈海雄说，三角梅开
花的日子，溪边村内游人如织。村
里还建起了农家乐、共享书屋，组
织系列文化活动丰富旅游业态。

万宁市副市长陈月花表示，推
动美丽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
村民受益。万宁市通过将美丽乡村
建设与特色农产品加工、共享农庄
建设、全域旅游等结合推进，通过
“企业 + 合作社 + 农民”等模式，
发展多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文／张茜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