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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非遗在变化创新中焕发青春

保亭引领海南热带雨林旅游新风尚

海南水果新势力在保亭蓄力崛起

【欧洲时报讯】住低矮的茅
草屋、摘野果掺米煮着充饥、自
行车进村全村人围观……在海南
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黎
村苗寨，村民们说起亲身经历“刀
耕火种”的往事，与现代村庄形
成强烈反差，一时让人难以置信。

保亭位于海南岛中南部山区，
人口不足 17 万，黎族、苗族占比
超六成。2002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扶
贫开发重点县，2019 年摘掉国定
贫困县的帽子，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初的23.25%降至目前的0.025%。
当地有着怎样的脱贫经历？

“小时候随父母烧山种山兰
稻，那时候吃不饱，常在野外摘
野果，捣烂之后，再掺入一点点
米混合煮着吃。”在“山区中的
山区”保亭毛感乡黎族村庄南春
村，46 岁的石仕林说。直到 2015
年和村里其他 89 户成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时，全家靠种植 2.5 亩四棱
豆为生，生活难有起色。

“1985 年前后，一个外地人
骑自行车进村，全村人都出来围
观，好奇它怎么不倒还可以骑。”
比南春村更偏远的毛感乡南好村
委会苗族村庄千龙村，村民邓建
忠如是描述当年的封闭状态。

群山环抱、景色秀美的南春
村如今瓜果飘香，新房林立。村
委会书记朱永春说，上世纪九十
年代，政府改造村里的茅草房，

建起了瓦房，村民们 2013 年又在
政府的帮扶下住进新房。“这些
房子都是不同时期政府扶贫的见
证。”

长期扶贫的基础上，产业进
村带来新奔头。近年来，南春村
引进 5 家企业发展果树种植、菩提
子加工等产业。“土地租给公司
每年每亩有 2000 元（人民币，下同）
收入，加上工资收入，每年至少
有两三万元新增存款。”石仕林
已成为种植企业的管理人员。

邓建忠回忆往事时就坐在自
家三层小楼里，旁边停着自家小
汽车。他说，前些年星月菩提产
业红火，盛产其原材料红藤果的
千龙村客商云集。村里人紧抓商
机，有人盖起了楼房，买了汽车。

保亭三道镇甘什村，是当地
最早引入旅游业的村庄之一，国
家 5A 级景区槟榔谷就在村里，不
仅带富本村人，周边村镇也受益。
来自附近乡村的 56 岁黎族妇女吉
金妹，一手织黎锦的好手艺成了
脱贫“利器”。原来扶犁耕田、
割胶挑担的她入不敷出，现在为
游客表演织黎锦，教游客唱黎歌，
每个月有固定收入，黎锦、藤编
竹器还可卖给游客。

目前，保亭全县旅游业已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895 户 7805 人
吃上“旅游饭”。保亭旅游业也
正在从景区带动型向全域发展新

【欧洲时报讯】海南省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底蕴博
厚精深，目前有“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黎族竹木器乐”“黎
族钻木取火技艺”“黎族树皮布
制作技艺”四项国家级非遗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记者近日了解到，
这些非遗项目正顺应时代潮流，
在变化创新中“焕发青春”。

保亭县文化馆黎族传统竹木
器乐传习所内，放满了鼻箫、口拜、
叮咚等黎族特色乐器，一侧整齐
摆放着多个曲谱架子。这里是“黎
族竹木器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黄照安研究黎族器乐、传授演
奏技艺的场所之一。
   “你看这个竹子做的哔哒，传统

是单管的，我觉得单管音色不好，
改成双管，吹出来的音有共鸣，很
好听。”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黄
照安发现黎族传统乐器存在音阶
少、音域窄、音量小等局限，于是
开始逐步改良传统乐器。

让黄照安感到欣喜的是，随
着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民族传
统文化特别是非遗项目深受游客青
睐， 传统民族技艺学有所用，解决
了最令人担心的“后继乏人”难题。

保亭一些学校专门设有黎族
竹木器乐兴趣班。黄照安说，技艺
精进者，当地景区大门敞开，提
供一份收入不低的工作。在黄照
安任职副校长的老年大学里，黎
族竹木器乐班的学员被分为 6 个八

【欧洲时报讯】9 月中旬，一
种全新的热带雨林旅游产品——
呀诺达雨林荒野学校，在海南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呀诺达
景区面市。与一般“走马观花”
式热带雨林观赏旅游不同，这个
涵盖“营地、探险、亲子、团建”
等多方向的沉浸式雨林探险之旅，
引领海南热带雨林旅游新风尚。
     海南拥有中国分布最集中、保
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
雨林。12 年前开业的呀诺达景区
目前是国家 5A 级景区，一直引领
海南热带雨林旅游的发展。
     呀诺达雨林荒野学校是一场涵
盖“营地、探险、亲子、团建”
等多方向的沉浸式雨林探险之旅， 
以雨林探险队的任务故事为主线，
用4小时沉浸式的雨林探险之旅，
教会体验者野外绳索及野外生存
等技能，还可让体验者在雨林探
险中认识奇妙的雨林动植物、体

【欧洲时报讯】地处热带的
海南岛盛产各种深受欢迎的热带水
果，除了芒果、香蕉、荔枝等“老
面孔”，近年来，红毛丹、榴莲等
水果“新势力”在保亭蓄力崛起。 

作为一种特色热带水果，红毛
丹因其成熟果呈卵形或长椭圆形、
表皮红色且长满绒毛而得名。在中
国，只有山地雨林气候的保亭县适
宜大面积推广种植。

“目前红毛丹一斤出园价超过
十元。”九月中旬在保亭三道镇的
一处种植园内，生产主管粱其义在
为即将到来的收成季做准备。“我
们这几百亩种的全是‘保研’7号果，
不仅稳产高产，口感和品相也好。”

2016 年“保亭红毛丹”成为
保亭首个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商标局认定的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2018 年 3 月又获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近年来，保亭红毛丹产量呈逐
年增加的趋势。目前该县种植面积
约 2.5 万亩，年产量约 2.25 万吨，
产值达 3.6 亿元。此外一些种植园
开放采摘吸引游客，也刺激了地方
第三产业的发展。

相关负责人介绍，保亭红毛丹
产业近年来合理扩种增产，加快塑
造品牌形象，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

延伸，力争把“保亭红毛丹”打造
成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

保亭县华盛红毛丹种植基地，
还 因 40 余 株 榴 莲 远 近 闻 名。 这
40 余棵榴莲树被当作景观树栽于
2015 年。当 2019 年榴莲开花结果
后，引起广泛关注。“过去不少人
认为海南不适合种植榴莲。”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
冯学杰介绍，海南农垦保亭热带作
物研究所 1958 年从马来西亚引进
种成一株榴莲树，相关记录显示只
结过 1 个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
东、海南均有引种榴莲，但少有开
花结果的报道。

“去年有些树没挂果，今年所
有树百分之百挂果。”基地负责人
于德胜说。

榴莲连续两年成功挂果，让冯
学杰等专家对“海南可以种出榴莲”
颇具信心。冯学杰说：“榴莲市场
需求巨大，海南气候条件与榴莲主
产国泰国、马来西亚相似。海南榴
莲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一些种植户、农业企业已开始
“抢先”批量种植榴莲。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估算，目前海南的保亭、
三亚、乐东、陵水等地已种植榴莲
超过 1 万亩，预计两年内将达到 3
万亩以上。                   文 / 王晓斌

从“刀耕火种”到“美丽乡村”

海南保亭黎村苗寨脱贫记

游客体验“呀诺达雨林荒野学校”项目。 呀诺达景区 供图

保亭当地居民采摘红毛丹。  尹海明 摄

“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照安在保亭文化馆黎族传
统竹木器乐传习所内演奏民族乐器。  凌楠 摄

海南保亭黎村新民居。                                                                 尹海明 摄

阶段迈进。在建成 33 个美丽乡村
的基础上，保亭还在新建包括南
春村在内的一批美丽乡村和共享
农庄项目，希望带动村民以就业、
土地入股分红等形式实现长效脱
贫。

乡村发展，“带头人”至关
重要。中国近年来集中发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大批机关干部下乡
进村助力脱贫。在海南省司法厅
工作的吴东，2016 年 7 月走进南
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挑起帮
助村民脱贫致富的重担。

“从一开始的彷徨，到逐步
爱上淳朴的村民，再到总想为他
们做点事。”吴东说，4 年来，在
争取资金为村民建厕所、硬化村

道、装路灯的同时，帮助村里引
进 5 家企业。在探索农旅融合带
动村民长效脱贫的背景下，其中
一家企业投资的精品民宿已开业，
希望带动村民逐步吃上旅游饭。

说起扶贫的难处和变化，45
岁的吴东突然泪湿双眼。泪水里，
有“上山疏通淤塞磕破门牙”“引
进企业非常不容易”“害怕接家
人电话”的伤感，更有“脱贫攻
坚带来的变化让我欣慰”“很有
成就感”的自豪。

脱贫已然实现，致富仍需努
力。和吴东的愿望一样，南好村
驻村第一书记常晓非，正谋划着
带领村民利用当地独特喀斯特地
貌和热带雨林资源发展旅游业，

开辟致富新源泉，“把旅游业做
起来，多个产业链条就都能运转
起来了。”

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
当前保亭正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历史性机遇，着力调优经济结
构，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延伸农
业产业链；促进旅游业提质升级，
大力发展热带雨林、温泉、民俗
文化、体育等特色旅游，以长效
产业促长效脱贫，绘就美丽乡村
新图景。 文 / 尹海明 王晓斌

音乐队， 节假日或群众办婚嫁事
宜时，受邀前往演出。“每到婚
嫁集中的十月，如果不提前预定，
我们还调不出人手。”黄照安说。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同样深受欢迎。 63 岁的“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胡春芳说，“我小时候学习
织锦，是为了有衣服穿。现在工
业纺织发达，有人学习是为了发
扬传统技艺，有些人觉得织出的
黎锦好看，是潮流。”

说起黎锦的传承创新，胡春
芳说，如今这项技艺在织法和图
案上都有创新提升，形成一块黎
锦正反面织出不同图案，且色彩
丰富、融入文字的新“双面织”
技法。新双面织技艺让胡春芳在
织锦圈声名鹊起，很多人主动来
学习。胡春芳学校授课、家庭带徒，
迄今已教授学生上千人。
   “非遗”传承人在传承技艺的
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学习和创造。
为系统学习谱曲、作曲，黄照安
专程前往广州音乐学院进修。胡
春芳也频繁接受邀请前往多地展
示作品、交流技艺。

“传统不是守家婆，在本质
不变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技艺进
行提升，更有利于人们接受和喜
欢，也更有利于传统技艺与文化
的传承。”黄照安说，时代在发展，
传统技艺与文化也需要创新来焕
发“青春”。  文 / 王晓斌 李宇凡

验雨林穿越的紧张刺激，达成“学
习 + 实践 + 体验 + 探险”四者合一。
   “现有的雨林游大多是参观加讲
解。我们是结合户外体验、雨林知
识和青少年教育，让游客特别是
青少年深入这片雨林中，真正全
身心地从从触觉、从味觉多感官
深入体验雨林。” 呀诺达雨林荒
野学校项目负责人姜美玲说， 整

个项目在纯热带雨林环境中开展，
线路总长约 2500 米，无任何人工
设施痕迹，将给体验者带来一场
别开生面的雨林探险体验。
    “这个树洞里面有一只很大的
山螃蟹、这个是用来躲雨的临时庇
护所、这种植物的叶子是有毒的、
这是热带雨林里特有的板根和绞
杀现象……”在没有路的密林里

穿梭，在河谷中穿行，职业户外
教练不断介绍各种热带雨林和户
外生存知识，项目还吸引了来自
非洲的游客参与其中。
    “传统的观光旅游不再能满足
游客的需求，旅游度假的趋势是
越来越讲究个性化、体验度，我
们希望立足于海南保亭优越的热
带雨林资源，通过多元化内容打
造雨林探险特色旅游产品，开辟
新玩法。”姜美玲表示，该项目
目前是试验性产品，未来将对产
品进行持续完善。
      海南还在试点建设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
如何让热带雨林之美“深入寻常

百姓家”，也是题中之意。与保
亭一样，保亭周边的海南五指山、
琼中等地的热带雨林体验旅游也
呈现出新动向。在琼中黎母山腹
地，一座林场老校舍被改造成“学
而山房”民宿，尝试用研学的方
式，让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更深入
地了解热带雨林。来自江苏的摄
影人周反美最近 3 年常住五指山
专门拍摄热带雨林的昆虫，多幅
作品获摄影大奖。他计划与有关
机构合作在五指山下建公益性科
普 基 地， 用 摄 影 艺 术 展 示 海 南
热带雨林的生物多样性，带领人
们更深入地认识热带雨林之美。 
                        文 / 尹海明 王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