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4 月 4 日 星期一6 文 旅

立足生态优势立足生态优势、、做足红色文化与休闲农业文章做足红色文化与休闲农业文章——

农 旅 融 合 兴 美 兰农 旅 融 合 兴 美 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伟伟

红红蓝蓝相间开，三三五五踏青来。

行走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演东村，池塘

田埂、诗意田园，瓜果飘香、阡陌交错，构成

一幅乡村风景画。这个刚刚入选“2021 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的小村庄，是美兰区农

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很多游客抵达海口

的第一站，机场所在的美兰区，近年来立足生

态优势、做足红色文章、打响休闲品牌，倾力在

海口市郊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宜旅的城市后

花园。

“海口之肺”显担当

近日，海口春雨连连。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退休职工王式军发现，红榄李的

种子开始发芽了！

红榄李是珍稀濒危红树偶见树种，国内一

度仅在海南有 14 株，且均处于老化或退化阶

段，亟待加强保护。2014 年起，东寨港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红榄李开展培育并成功

培育出红榄李幼苗，建立红榄李野外种植基

地，将培育出来的红榄李种苗分批移植到野外

种植基地。截至目前，东寨港共有近 1000 株

红榄李。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东北部，绵延 65 公里，面积 3337.6 公顷，

是我国第一个也是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被誉为“海口之肺”。

近年来，海口市开展湿地生态修复工程项

目、东寨港生态修复和资源保护等项目，推进

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红树林面积连片扩

大，在海岸线边缘筑起稳定的生态系统，扛起

优化海口环境的担当。优良的生态环境引来

许多珍稀物种在此安家。2022 年至 2025 年，

海口还将在东寨港内滩涂新造红树林 183 亩，

修复现有红树林约 4817 亩，在三江湾继续实

施新造红树林 1230 亩。

风光旖旎的红树林成为市民游客探秘大

自然的“打卡地”。每逢周末，许多海口市民会

选择来东寨港红树林休闲娱乐。“感受红树林

的魅力，还可以品尝农家乐美食，是个周末休

闲的好去处。”海口市民段志凯说。

深呼吸、赏红树、扶栏走⋯⋯一时间，凭借

着独特的生态景观和浓郁的乡村风情，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迅速赢得游客的青睐。目

前，“海南

东寨港国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实验区生态旅游一期

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计划总投资超 5

亿元，火热的红树林生态旅游让当地居民的生

活进入了一种“新状态”，红树林里淘“绿金”吃

上旅游饭的人越来越多，红树林逐渐发展成百

姓“金树林”。

“逛红树林吃海鲜，非我们东寨港莫属。”

演丰镇长宁头村村民黄友民骄傲地说。黄友

民今年 50 多岁，20 多年前，他划着小船带游客

前往红树林中央参观，靠收船票过日子。如今

他和家人在村里开了一家海鲜餐馆，餐馆生意

火爆。“虎年春节假期，每天的营业额能达到

4000 多元。”黄友民说。

记者在长宁头村龙王庙看到，许多村民摆

摊售卖土特产。“小长假时生意很好，每天仅卖

椰子都可以赚 500 多元。”村民陈琼龙说。5 年

前，他在万宁、陵水等地打零工，种芒果、摘椰

子，每天收入 100 多元。随着家乡生态环境的

改善，陈琼龙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开了一家

水吧，专门制作当地特色饮品，一天能赚 300

多元。“红树林养活了一代代人，守护好红树林

就是守护好我们的‘饭碗’。”陈琼龙说。

红色文旅促振兴

海口市美兰区仲恺村是一个革命老村。

1926 年冯白驹在此建立农民协会，自此，它与

海南岛的革命活动紧密相连，是琼崖革命 23

年红旗不倒的开始。

遗憾的是，随时间推移，当年农民协会所

在地关圣庙、冯白驹曾居住的“千年林家”旧址

等地年久失修，红色故事也仅靠老一辈人口口

相传。

2019年，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伴随

着美兰区乡村振兴政策的落地，仲恺村美丽乡村

项目建设正式启动。“政府和企业通力合作，完成

排水排污、电缆线路、房屋外立面、道路园建、景观

绿化等一系列改造，仲恺村完全变了个样子，真

像个小公园了。”仲恺村村干部严杨国说。

近日，记者来到仲恺村：仲恺小学的外墙

上绘着革命先辈王文明、冯白驹的画像，以及

苏维埃政府旧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元

素，一幅又一幅“红色记忆”画作呈现在眼前。

每逢周末，这里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唱红歌、制

作红色绘本、讲述红色故事。

摒弃大拆大建的思路，修缮关圣庙、林家

老宅等红色旧址，布局红色文化展览馆、民俗

文化展示区，崭新的仲恺礼堂已成为传播红色

精神的新阵地，从破旧的红色老村成为远近闻

名的红色旅游胜地。

“高峰期一天能接待十几批参观团，仲恺

村走红色路、吃生态饭的路子，已经成为红色

村庄转型振兴的一个样板。”严杨国说，美兰区

江东田园项目将仲恺村作为重点发展区域，探

索“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将农民闲

置、条块分割的撂荒土地通过土地流转、整合

和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每亩地一年可为村

民带来 1200 元的租金收入。

去年，严杨国在海南大学读书的大儿子特

意带着五六名同学回家，在村中参观了一整

天。严杨国感慨地说：“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是家乡转型发展以来尤为宝贵的收获。”

最近，海口民营企业家林海文带着家人到

仲恺村游玩，村里的美景和红色文化深深震撼

了他，他当即决定，将公司的团建活动放到仲

恺村。“国家的发展，乡村的变化，增强了员工

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有意义的团建活动对树立

企业文化、提升发展信心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作

用。”林海文说。

田园牧歌享农趣

海口空气质量常年稳居国内重点城市榜

首，美兰区演丰镇芳园村更是名副其实的“天然

氧吧”。它紧邻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立

方米负氧离子浓度可达20000个，栖息鸟类品种

达 100 多种。但因为人口外流、村庄凋敝、土地

闲置，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2019 年，经当地乡贤牵线搭桥，美兰区政

府与海南演东国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演东国际）达成合作，打造芳园国际艺术村，

项目总规划面积 2100 亩，恢复生态、改造民

居、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打出休闲放松的田园

牧歌牌。

想留住游客，仅观光还远远不够。“在这

里，游客可以摸鱼捉虾、戏水采莲，尽享田园农

趣。”演东国际工作人员蔡添灵说，他们陆续建

成近 40 亩生态采摘园、超过 1.5 万平方米的观

赏荷塘、数个鱼塘以及龟鳖岛。户外拓展基地

和东河游船项目也正在进行当中。通过美化

景观、完善配套和丰富体验，芳园国际艺术村

于 2021 年被评为海南省五椰级乡村旅游点。

在芳园村不远处，美兰区政府与海南富力

热带农业有限公司（简称富力农业）联合打造

占地 1500 亩的江东田园项目，也致力于给城

市居民提供休闲体验。

远远望去，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新建

的灌溉管道、排涝沟环绕于稻田四周，一派欣

欣向荣的现代化农业景象。此前，由于当地农

民缺乏科学的种植理念和技术，这里曾是长满

荒草的撂荒地。今年 1 月以来，在充分尊重村

民意愿的基础上，政府和企业通过土地流转、

汇总整合、重建基础设施、提升土地肥力等一

系列工作，将这里改造为高标准农田，也为农

旅融合打下了基础。

承接城里人的乡愁、成为心灵的栖息地，

是美兰区农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富力农

业去年 11 月在美兰区启动“江东田园认养计

划”。“城市居民可以年为单位认养土地，并通

过手机远程进行实时监控。平日有专人负责

耕种，认养者可在节假日下田体验插秧、除草、

脱谷等农耕项目，每年还可以获得 200 斤生态

米。”富力农业工作人员王甲启说，美兰区“水

稻耕种+特色种植+文化旅游”的模式，正得到

越来越多都市白领、年轻父母的青睐，也成为

当地文旅业发展的一个契机。

更让人欣喜的是，农旅融合也鼓了村民们

的腰包。村民们将闲置的土地、房屋以出租的

方式交由政府和企业统一经营，增加了一笔收

入。各村的文旅项目坚持优先在本地招工，为

村民搭建起就业“直通车”。提供建筑工人、农

田领种专员、民宿服务员、保安、保洁等多种就

业岗位，曾经的空心村迎回了外出打工的村

民，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流连忘返。

海口市美兰区委书记朱军说，乡村振兴要

把让群众受益作为首要目标，在项目运营中积

极探索“保底+分红+N”的收益模式，让村庄闲

置资源“增值”、使村集体和村民多“获利”，带动

当地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项目建设和经营中

来，形成一个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让美丽乡

村建设真正惠及当地老百姓，努力构建企业盈

利、村民增收、地方发展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未来 5 年，美兰区将推动旅游精品建设，

构建旅游品牌体系，着重发展乡村生态休闲农

旅路线，实现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13%。

文旅项目高流量来自哪

刘

成

随着文旅产业由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出现了一

个新现象：无论是景区、街区

还是古镇、民宿，具有独特文

化属性、特别是有故事和情感

附加值的文化和旅游体验更

受游客青睐。简而言之，IP能

带来文旅项目高流量。

尽管市场认识到了文旅

IP 的价值，但各地文旅 IP 同

质化问题相当突出。如何打

造精品文旅 IP 并让其具有

持续影响力，成为行业关注

的焦点和目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破解这一行业“痛点”，

需要多方面努力。

要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主

题和不断升级的创意能力。

很多古镇少人踏足，正因文

化主题缺少不可替代性。打

造独树一帜的文化主题，需

要舍弃枝枝蔓蔓，聚焦鲜明

主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源源

不断的内容创新深入人心，

打造具有 IP 内容标签、精神

感受、人文感悟的独特文化

属性。无锡拈花湾围绕主题

打造 4 场文化创意演出秀，

不断升级的创意能力形成了

文化势能的叠加，使其在文

旅资源丰沛的长三角地区依

然拥有广大受众。

要 有 体 系 化 的 IP 运 营

能力。文旅 IP 的发展并非

一蹴而就，从文化挖掘到市场营销、供应链搭建，都需要

专业团队进行体系化运作。要通过将用户细分、连接、交

互，打通行前、行中及行后，以实现生态闭环。半年来，位

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藏马山的阿朵花屿小镇民宿整体出

租率达 95%，游客超 10 万人次，线上携程平台访问量环比

增长 338%，这就得益于拥有体系化的 IP 运营能力。

要有承载主题的全产业链。“吃住行游购娱”是文旅

项目的基础设施，与主题文化一脉相承的建筑和街景理

所当然，各具特色的民宿酒店至关重要，风味多样的饭店

小吃必不可少，停车场厕所等配套设施不可或缺，滑雪温

泉采摘等体验式旅游项目锦上添花⋯⋯这条全产业链，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品质化精致化，这关乎游客体验的愉

悦度，需要从每一个细节入手，带给游客舒心的体验，这

也是文旅 IP 把文化创意变现的重要根基。而最终，文

旅项目能否通过商业化运营、产业化融合实现价

值变现，是衡量该 IP 是否优质的“试金石”。

万物复苏春意浓，

深圳梧桐山国家级风景

名 胜 区 的 毛 棉 杜 鹃 便 在

漫山遍野恣意绽放。

深圳人说，错过了梧桐山

的毛棉杜鹃，就错过了深圳的

春天。在这里，毛棉杜

鹃、锦绣杜鹃、丁香杜

鹃、映山红渲染了整座

梧 桐 山 ，你 只 要 稍 稍 登

高，就能看见大片

大 片 的 粉 红 在 翠

绿山谷中铺陈伸

展，悄无声息又绚丽

无比，为深圳这座城市

点缀出一个浪漫春天。

“ 梧 桐 山 的 毛 棉

杜 鹃 是 世 界 上 分 布

纬 度 最 南 、海 拔 最

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也是世界上唯一自

然分布于大都市市中心的大树杜鹃。”深圳市

梧桐山风景区管理处主任王定跃说，目前，整

个梧桐山风景区共计有毛棉杜鹃约 10 万株，

是深圳市最大规模的原生毛棉杜鹃花海。

梧桐山是“深圳河”的发源地，山高林密，

是一个以“稀”“秀”“幽”“旷”为显著特征，以滨

海、山地和自然植被为景观主体的城市郊野型

自然风景区。当你漫步在方圆 40 余平方公里

的梧桐山，毛棉杜鹃的分布并不完全集中，但

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轻盈秀气的花，都让人

感觉气质不凡。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理念，激发市民亲近自然、爱护森林、爱护环境

的热情，全方位展示罗湖区良好生态形象，深

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宋丽

清说，从 2016 年开始，梧桐山便着手举办

毛棉杜鹃花会，在呈现花开盛况的同时，

融入杜鹃花精品盆景展、文化自然科普

展、花卉园艺展、国风民乐表演等各项活动。

今年，第七届梧桐山毛棉杜鹃花会的杜鹃

园艺展以“杜鹃云”三部曲艺术架构为序，以艺

术架构展——“云”、创意组合盆景展——“境”、

精品盆景展——“归真”为参观主线的凤凰台，

展现了杜鹃在花艺、组合盆景、微景观等方面的

示范应用，充分展示其观赏和应用价值。

事实上，如今繁花似锦、灿若云霞、如画美

景的梧桐杜鹃却是来之不易。王定跃介绍，梧

桐山毛棉杜鹃自然生长不良，有资源无景观，

自然更新存在障碍，人工繁殖很困难，扦插是

最快的繁殖方式，但扦插成活率不乐观。2006

年梧桐山风景区技术人员转变思想，通过高枝

压条批量繁殖出毛棉杜鹃幼苗。经过苦心钻

研及一次次突破，才有了生生不息的梧桐山毛

棉杜鹃。

此外，梧桐山近年来还累计引入杜鹃

花园艺品种与原生种共计 750 余种、12.5 万株

杜鹃花苗木，建成春鹃区、夏鹃区、东鹃区、羊

踯躅区 4 个专类园区，让市民不仅能欣赏毛棉

杜鹃的原生态群落景观，也能近距离观赏杜鹃

花的绚丽多彩与千娇百媚。王定跃说：“得益

于梧桐山科技人员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才有

了今天‘花开深圳映山红’的景象。”

山林间，烟云缭绕如轻纱；道路旁，曼妙

缥缈似仙境。一丛丛，一片片，落“鹃”缤纷，

犹如撒落在色彩斑斓的阔叶林中的粉珍

珠，似一场远道而来春的浪漫。宋丽清

说，梧桐山毛棉杜鹃花会已经成为深圳

一张亮丽的生态名片，也是深圳作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推动城区

环境品质提升的美好实践。

山 海 鹏 城 ，花 海 绵 延 数 千

米，让我们一起静静地来一场

“赏花”之旅，迎接又一个“春

天的故事”吧。

梧桐山的毛棉杜鹃开了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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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海口海口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角一角。。 李惠兰李惠兰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③②③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芳园村一角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芳园村一角。。 王娉钊王娉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深圳梧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深圳梧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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