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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对外
名片，那么儋州的名片则显得厚
重：千年流传的璀璨文化和生生
不息的“东坡”情意。

儋州历史悠久，汉武帝元封
元年（公元前 110 年）始设“儋
耳郡”。千百年来，儋州留下了
众多名人足迹：两汉伏波将军路
博德、马援将海南纳入管辖；南
朝岭南“巾帼英雄”冼夫人置儋
州府，恢复海南与中央政权的直
接联系；北宋时，苏轼被贬儋州，
推动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

“凭着洋流与季风，中原文
化在儋州登陆，千百年来各种文
化在此交融碰撞。”儋州市原政
协副主席、教育局长李盛华说，
儋州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各
种方言与艺术都扎根流传。

提起儋州，少不了大文学家
苏轼在这里留下的文化火种。公
元 1097 年，苏东坡在儋州谪居 3

年，讲学明道，吟诗题字。自此
开始，儋州重教化，尚诗书的风
气绵延千年而不衰。

来到儋州市中和古镇，到处
都留有东坡印记。东坡井、东坡
书院，就连饭馆都有一道特色美
食名曰“东坡小炒”。

受东坡影响，中和镇书画爱
好者众多，其中老匠人汤汉清可
谓全能：书画、刻章、装裱、扎
龙、扎狮 ...... 他表示，从儿时起
就记得镇上浓厚的文化气息，“不
少家庭书画手艺代代传承。”

瞻仰东坡精神，东坡书院是
好去处。走进书院，舞台两侧的
东坡诗嵌入对联十分醒目：“飨
宴东坡乐府胸襟常养浩然气，畅
游西岸诗乡市井犹存快哉风。”
游人游览中不仅能感受到古时儋
州风情，更能感悟东坡的崇高人
格。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儋州市小吃一条街先锋路今
年大变样：从一条窄窄的小街巷，
蜕变成宽敞整洁的主干道。如此
效果不是因为修路，而要归功于
对街道脏乱差的系统整治。

“过去店铺的雨棚都要摆到
路中间了！”家住附近小区的市
民符芳婷说，由于这条街是儋州
传统的小吃一条街，店铺无序经
营，不仅影响市容，更影响居民
生活，如今整洁优美的环境，但
每个路过的市民拍手称快。

儋州对先锋路的整治，是该
市争创中国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国家卫生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工作（简称“一创两建”）
的生动写照。作为海南省西部中
心城市，儋州市正在变革城市的
软硬件环境，扮靓城市的文明、
卫生底色。

儋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游宪
军介绍，“一创两建”工作计划
从今年开始，利用 3-5 年时间，
切实解决城市市政设施、农贸市
场、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民生
事项，重点解决制约城市发展、
影响城市形象的突出问题，重拳
整治各种不文明陋习。

当前，儋州市各行各业在为
“一创两建”努力。不到半年的
时间，该市处理市区占道经营广
告牌 3516 块、拆除各类乱搭乱建
违法建筑 4 万余平方米、签订“门
前三包”责任书 5.2 万余份、劝导
不文明交通行为 3 万余起。

“现在儋州市区不仅干净多
了，城市文明程度也在提升。”
经常到儋州市出差的某公司技术
员陈林感慨，儋州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城区脏乱差死角越来越少，

环卫车清扫频率越来越高，路口
闯红灯的行人也越来越少。”

儋州市按照“一创两建”工
作总体部署，大力开展文明教育、
文明交通、环境治理、文明旅游、
文化惠民、诚信践诺、志愿服务、
军民融合和网络文明等“九大专
项行动”。

儋州市同时借助新闻媒体力
量，通过专栏宣传好人好事、曝
光不文明行为。

目前，儋州市正在进行以“新
时代、新儋州、新楷模”为主题
的系列评选活动，评选“儋州好
人”、“最美家庭”、“最美媳妇”、
“文明校园”、“最美教师”、
“最美少年”等，营造崇德向上、
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 

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儋
州打造有产业（文化）特色、交
通位置较好、乡风民风较好的亮
点村庄，着力清新乡风民风、改
善人居环境。一个个“乡村美”、
“民风淳”、“百姓富”文明新
农村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走在儋州城乡间，一个
文明有礼、诚信友善、热情好客、
井然有序的新形象在逐步成型。
据悉，儋州计划在 2020 年实现国
家卫生城市创建目标和获得海南
省文明城市称号，2023 年实现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目标。

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说，儋州
将在致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体制，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能级，增强中心城市辐射
的带动能力。
 文／普林斯

儋州市峨蔓镇盐丁村委会小
沙村的海边，有一片生机盎然的
红树林。多少年来，不论潮起潮落，
红树林都扎根滩涂，为古老的火
山海边增添一抹醉人之绿。

生机盎然的红树林，是重要
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在儋州市
的新英湾、峨蔓镇等地，红树林
被很好的保护下来。

“红树林是宝贝，村民不能
紧挨着盖房，更不能砍伐。”小
沙村红树林护林员李有仲几乎每
天都绕着海边巡查，令他欣慰的
是，村民已有保护共识：保护红
树林，就是保护生态，保护家园。

坐拥生态优势资源的儋州，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城市总体
发展战略中，通过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建立和完
善源头严防、过程严控、后果严
惩的制度体系，管理好生态红线，
严守生态底线，保障生态安全。

儋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该市正在着力推进
大气、水、土壤三大专项整治，

不断加大查处力度，解决群众身
边的环境问题，保持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高压态势。计划利用 3 至 5
年的时间完成“儋州市创建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市”工作。

目前，儋州市环境空气优良
率达到 98.3%，城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境内
主要河流都达到水质功能目标要
求，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 100%，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优良
水平。

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有
了生态文明打底，儋州发展绿色
经济有了资本。

盛夏时节，那大镇屋基村水
清林密，游人不断。这里是远近
闻名的美丽乡村，村中数万只白
鹭栖息，被誉为“鹭鸶天堂”。

登上村中的观鸟楼，极目眺
望满目皆绿，鹭鸟飞翔。屋基村
委会书记、主任许斌介绍，在白
鹭迁徙期间，最多有上万只光临
村庄。

“白鹭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

感觉不对马上飞走。” 许斌说，
村民早已把白鹭作为村里重要成
员，不仅将保护白鹭写在村规民
约中，更组成了巡逻队自发保护。

屋基村的白鹭从偶尔到访变
成了常客，村民也从保护中得到
了实际利益。“白鹭是‘吉祥鸟’，
专吃害虫，附近的稻田不怕虫害。” 
村民符福荣介绍。

如今，屋基村“鹭鸶天堂”
已经成为儋州八景之一，村中将
生态美景、绿色农业、历史文化
有机结合，走出一条致富新路。

儋州市长朱洪武说，该市将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率。
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促进资源科学开发利用。

在盐丁村委会，一家名为“古
盐田驿站”的客栈新近成为“网
红”，有赖于周围优美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房间保持高入住率。一位
住户说留恋这里的舒适，“吃海鲜，
看晒盐，房子旁边就有红树林。”。
 文／乐之

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
州市拥有海南省最长海岸线、最
大面积土地资源、北部湾东岸等
优势。目前，该市正推动形成全
域旅游新格局，融入北部湾城市
群旅游业合作，为经济发展增添
新动能。

暑期来临，儋州市知名景点
东坡书院迎来家庭游高峰。来自
东北的游客王晴一家将东坡书院
和周边的铁匠村、古盐田、屋基
村等景点串联起来，“以东坡文
化串联起自然风情。”王晴说，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她成行的重要
原因。如游客所言，儋州在发展
旅游业中认识到，东坡文化是儋
州竞争国内外旅游市场的核心吸
引物，必须要深入挖掘“儋州故
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内涵，
发挥文化旅游的带动作用。

儋州拥有的丰富乡村资源，
也成为发展旅游业的天然优势。
在那大镇力乍村，茂林修竹 , 绿叶
婆娑。该村投资建设“竹林农家
乐”，在风光旖旎的竹林里，游

客抛开浮华喧嚣，体验乡村生活
的恬静与安逸。力乍村委会书记、
主任林亚非介绍，该村以农家餐
饮业为龙头，带动富有地方特色
的儋州粽子、客家擂茶等产业发
展，形成集农业观光、乡村休闲
游为一体的美丽乡村。

儋州市旅游委主任李洪涛说，
该市全域旅游建设注重点线面结
合，做深做精中和东坡文化古镇、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等 8 个特色小
镇，深入开发力乍村、屋基村等
美丽乡村；建设连接起景点的旅
游公路；推进旅游厕所、咨询服
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还
将通过建设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
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服务。

如今，儋州旅游“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举办
调声文化节、东坡文化节、雪茄
文化旅游节和国际马拉松赛、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赛“三节
两赛”活动聚拢人气。同时融入
琼北旅游圈、海南西部旅游圈以
及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合作立足更

大舞台。
在近期举办的 2018 两广城市

旅游合作（柳州）联席会议暨北
部湾城市群旅游合作座谈会上，
儋州市与北部湾城市群 15 个市县
旅游部门共同签署协议，联合打
造一批特色旅游产品、精品旅游
线路，共塑北部湾旅游品牌，还
将形成定期互送游客合作机制，
推进客源互送互动。如今，旅游
业正在释放新动能，促进儋州经
济转型发展。过去两年和今年上
半年，该市接待过夜游客人数和
旅游总收入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未来，儋州将加快建设重点
旅游项目、特色街区，开发乡村
旅游、房车露营、文化会展等旅
游新业态，组织开展客源地的专
场促销，打好“千年古郡·魅力
儋州”旅游品牌。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儋
州将围绕东坡文化旅游区，进一
步梳理旅游资源，推出一批特色
旅游产品，提升服务水平和档次。
 文／王子谦 图为那大城区国盛路 。 何文新 摄

诗乡歌海儋州的东坡情
举办东坡文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 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儋州创建文明卫生城市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儋州擦亮生态底色 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儋州推动全域旅游 融入北部湾城市群旅游合作

陈海波在儋州出生、长大，深受
当地本土文化影响，对儋州山歌、
调声、楹联等颇有研究。

他表示，受苏东坡影响，儋
州人喜爱吟诗作对，即使是小学
毕业的人，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也可脱口而出，其对诗词和楹联
的喜爱，更是一年 365 天无论红白
喜丧。

“水本与月共一片，水在江
河月在天。秋月影照清江水，不
真月共水同眠。”陈海波介绍，
不仅是诗歌对联，儋州人肚里更
装满山歌，其讲究平仄和押韵，有
七绝诗的体式，富有音乐的美感。
张开嘴，山歌就脱口而出，争辩时，
山歌嵌在话语中角力，言辞活泼
生动，机敏激烈，妙趣横生。

儋州调声被称为“南国艺苑奇
葩”，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调声产生于西汉时期，
男女集体对唱，歌舞一体，节奏

明快，感情炽烈。苏东坡谪居儋州，
更是影响了调声发展。

“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催
得百花开；人人都是山歌手，山
山水水是歌台。”许英妹是调声爱
好者，从小就跟随长辈演唱。她说，
唱调声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融入儋州人的血液中。

近年来，儋州从深厚的历史
中发掘传统，举办东坡文化节等
特色节庆活动，推进东坡文化旅
游园区等文化重点项目建设，做
大做强文化产业。

陈海波补充说，儋州还需要通
过专业人才引导，创作更多的高水
平艺术作品让本土文化传播更远。

时过千年，民众依然在纪念
苏轼。

自 2015 年起，儋州每年都要
举办一场“东坡诗词背诵大赛”，
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学前幼儿，
东坡的千古名句被代代传颂：问

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文／王子谦 张茜翼

儋州调生。
 何文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