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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完善琼西中心城市功能
抓自贸港机遇 努力打造成为海南第三经济增长极

▲航拍儋州市区。� 陈元才 / 摄

古风犹存的重教乡俗文化

儋州推出特色文旅体验 打造海南西部旅游黄金圈
七里村 ：玉蕊花飘香 古村引客来

儋州地处海南岛西北部，濒临
北部湾，历史悠久且充满活力，是
中国确定的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
要节点城市。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儋州市委
明确提出：“十四五”，儋州要高
品质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儋州以
新发展理念引领，坚持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把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的定位具体化、功能化，全力以赴
做好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海南
省经济发展“壮劳力”、全岛“菜
篮子”、洋浦发展“助攻手”四篇
文章，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
展后劲，强化城市功能，增强集聚
辐射能力。

当前，海南建设自贸港正当时，
儋州市抢抓历史机遇，围绕做好“四
篇文章”，儋州以具体产业和项目
推动实施，加快推进海南西部教育、
医疗、文体、消费、服务“五大中
心”建设，策划推出一大批重点项

目。投资 24 亿元（人民币，下同）
的海南电影学院动工建设，投资超
过 10 亿元的儋州体育中心“一场
两馆”动工建设，投资 6 亿多元的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动工建设……西
部中心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如今，儋州城市面貌正发生深
刻变化：引进全国优质教育资源，
合作办学让海南西部教育中心初步
成型；引进全国优质医疗资源，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成功创建三甲综合
医院，初步建成海南西部医疗中心；
儋州马拉松赛连续两年获评中国田
协金牌赛事，海南电影学院项目、
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项目等
2022 年投入使用，海南西部文体中
心已见雏形；文旅消费新业态新热
点不断涌现，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
即将全面接待游客，海南西部消费
中心逐渐成势；完善滨海新区城市
功能，主动服务洋浦，海南西部服
务中心崭露头角。

今年以来，儋州围绕“十四五”

【侨报讯】每年高考录取时，
在海南儋州广大城镇乡村随处可见
这样的景象：高七八米宽三五米的
“彩门”跨在村门口的乡间小路上，
红布写就楹联祝贺当年被大学录取
的学子。

这是儋州著名的升学彩门，门
上的楹联多以录取学子的名字藏
头。本地文史学者介绍，这一习俗
起源于清代，迄今已有 200 多年的
历史，最初是为迎接科举考试载誉
归来的读书人，而今是对大学新生
的祝贺。

儋州被誉为“诗乡歌海”，北
宋年间大文豪苏东坡谪居于此三
年，讲学明道，教化之风日起。如
今，儋州已荣获“全国诗词之乡”“中
国楹联之乡”“中国书法之乡”和
“全国民间艺术之乡”等荣誉，彩
门不仅是学子的荣耀，也在展示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

彩门联形式多样，有将学子名
字嵌入其中，如“江水润书田，入

选文章悬雁塔；美名扬学府，高才
少女奋鹏程。”不过也有的没有拘
泥于嵌入名字，如上联“磨砺内功，
品学兼优怀北国”，下联“深猷大
志，隆中对策定西蜀”，既有对学
子刻苦求学的赞美，也点出了大学
的地点，可谓心思巧妙。

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委会干部
金才说，儋州为学子搭升学彩门是
具有仪式感的隆重仪式。从封建时
期的金榜题名，到如今的大学录取，
不变的是人们对教育的重视。

除升学彩门外，学子家中还有
升学联。在中和镇七里村委会黎坊，
考生黎存精被湘潭大学录取。“孩
子不管考到哪里，都要写对联立彩
门，这是祖祖辈辈的习俗。”母亲
羊二女请村民吕应璋为儿子编写升
学联。她说，本地人每逢孩子大学
录取，都要在村口立彩门，家门挂
对联，家中挂升学联。

“存志秋闱荣鹗荐，精心学业
获龙攀。辛丑科升湘潭大学榜名存

精。名题雁塔，志奋鹏程。”楹联
格式工整，内容用典，也巧妙嵌入
了考生名字。吕应璋说，他为周边
村庄的学生编写升学联几十年，“以
前考大学的人少，后来越写越多，
我写过对联的学生考到山东、浙江、
安徽很多地方。”

热闹的升学彩门是对学子的祝
贺，更是对其他人的激励。黎存精
难忘儿时看到同村哥哥姐姐们学业
有成时的羡慕心情，如今有属于自
己的彩门，“欣喜且有成就感，就
像儿时想要的礼物，通过努力终于
得到。”

在尊师重教影响下，儋州凝聚
全社会力量倡导爱心助学。如该市
白马井镇自 2012 年成立教育基金
会至今，共募集善款300多万元（人
民币，下同），帮助 470 多名优秀
学子、贫困学子圆大学梦。今年，
该基金会已收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捐赠善款 30 多万元，善款全部用
于捐资助学。� 普林斯 / 文 

【侨报讯】度假时你会选择什
么样的酒店？你住过“飞”在丛林
中的酒店吗？位于海南儋州市的莲
花山文化景区内有一架改造而成的
飞机酒店，整个飞机伫立在丛林之
中，给房客营造出一种在自然美景
中飞翔的感觉。

这是莲花山文化景区为丰富游
客体验专门打造的旅游项目。尽管
该飞机酒店还未正式投入运营，但
其独特的造型体验早已在社交平台
“出圈”，成为众多网友的意向打
卡地。

“景区自去年五一试营业以来
接待了岛内外游客 40 多万人次，
今年‘十一’假期推出的丛林飞龙、
玻璃漂流项目颇受游客青睐。”
莲花山文化景区执行总经理高涛介
绍，该景区通过“矿坑修复 + 环境
治理 + 文化注入 + 产业带动”的
模式，对莲花山 6 处破碎山体及矿
坑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充分挖掘莲
花山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生态
养生旅游和休闲度假业态，吸引了
大量游客。

儋州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境内“山、海、江、河、湖、泉”�
等一应俱全。在推动形成全域旅游
新格局的实践中，儋州推出以“美
丽乡村游”“亲子研学游”“温泉
康养”等为主题的旅游精品路线。
各景区还进一步升级更新改造，推
出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带动了旅
游热度。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里，
儋州全市旅游共接待游客�40.72�万
人次，同比增长 65.51%，实现旅游
收入 16796.72�万元人民币，同比增

初秋时节，儋州市中和镇七
里村依然玉蕊飘香。雨后的傍晚
走进村庄，沿道路一边的玉蕊树
上垂吊着藤蔓，上面的玉蕊花
点缀着浅粉色花丝。微风吹过，
花朵或随风摇曳，或飘落水中，
洒下落英缤纷。

玉蕊花又称“唐花”，在唐
代是一种受王公贵族推崇的名
花。据传最早此花产于长安兴业
坊，为唐玄宗之女唐昌公主亲
植，唐代有多位名人雅士曾为它
写下美丽的诗篇，白居易就曾留
下“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
的诗篇。

时光流转，玉蕊花成为当
代稀少出现的花卉。据悉，目
前儋州市七里村玉蕊古树群是
中国独有的、保留最为完好的
玉蕊古树群，今人在此还能领
略唐代“国花”的风采。

古时儋州州城在中和镇，
七里村相距七里远故而得名。
村民说，七里村建村于唐代，
生活着何、梁、吕、黎、金八
坊五姓，都是由中原迁徙至此。
在环绕村庄的小河边，玉蕊林就
沿河生长，分布约有六公里长，
总面积达 400 余亩。

沿着河边栈道漫步，两旁高
大的玉蕊树根须虬结，古朴沧
桑，恣意生长，栈道下流水潺潺，
一幅天然景致如诗如画。与其他
花的朝开暮合不同，玉蕊花在凌
晨绽放，太阳一出便凋谢。在花
期最胜的 6 至 8 月间，每天清晨
玉蕊花开时，长长的花蕊从花苞
中伸出，一朵朵粉雕玉琢的琼
蕊摇曳在风中，花香沁人心脾。

“玉蕊花不会在一个晚上
集中开完，每个花茎分成几个
晚上开，每次开一小段。”七

里村委会板桥村何可玖先生今
年 66 岁，他说村民将“玉蕊”
称为“水盏”，世世代代人与树
相伴而生感情颇深，“儿时在玉
蕊林中玩耍，大人在树下乘凉，
生活过的再难，村民也不会砍
伐玉蕊树当柴烧。”

近年来，儋州市政府也加大
投入对玉蕊林和七里村保护力
度，除安排专家进行养护玉蕊树
外，还按照五椰级别的美丽乡
村建设标准，持续投入数千万
元人民币为村庄修建基础设施，
改善村容村貌。

如今，一条高标准的环村柏
油路穿村而过，村里修建起旅游
公厕、农家乐、停车场等，方便
旅客自驾来村旅游，赏花打卡。
“虽然已过盛开期，但星星点点
的开放也格外醉人。”来自海
口的游客李女士特意自驾前来
赏花，观赏玉蕊花的清新淡雅，
感受“满树琼瑶蕊”的大唐气象。

“没想到玉蕊能给村里带
来这么大的变化。”�何可玖说，
自从七里村在网络出名以来，
慕名到此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
还有人支起帐篷过夜，不愿错过
玉蕊花开的全程美景。据七里村
村委会统计，每天都有上百名游
客慕名前来观赏玉蕊花，周末有
时一天超过 2000 人。独具特色
的景致带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许多村民在家门吃上了“旅
游饭”，生活越来越红火。

儋州市政府介绍，今年 9 月
七里村上榜第三批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未来这里将修建村史
馆、游客中心和其他旅游配套
设施，届时游客体验将更加好，
百姓的生活将更加富足。
� 王子谦 / 文

▲儋州七里村玉蕊花开引客拍照。� 何文新 / 摄

▲儋州莲花山文化景区。� 骆云飞 / 摄

【侨报讯】今年以来，儋州市围绕“十四五”期间
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目标，抢抓自贸港机遇，完善
城市配套。走进儋州市区，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多个项目施工正酣，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长 35.9%。儋州游热度上涨。
假期出游，东坡研学游人气颇

高，市民游客、学校师生纷纷到东
坡书院体验“私塾课堂”“劝耕圃”，
学习“拓片”“雕版印刷”“书法”
等传统技艺，在周边寻找“东坡
井”“桄榔庵”等历史文物，品尝
东坡特色美食，边玩边学。

在儋州石花水洞景区，又是另
一番景象。洞内有石钟乳、石笋、
卷曲石、方解石晶体花等极具观赏
和科学价值的景物。水洞曲折蜿蜒，
光怪陆离，五彩波澜，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坐上
小船，在水洞内轻舟漫游，犹如遨
游龙宫，美不胜收，许多市民游客
都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石花水洞市场推广部主管刘永
克介绍，近两年该景区依托资源禀
赋不断更新升级，开拓科普游及研
学游市场，每年吸引约 3 万人次中

小学生开展研学课程。此外，景
区不断丰富游客文旅体验，今年
“十一”期间推出的水洞升级灯光
秀、文创雪糕以及特色簸箕餐均受
游客好评。

与此同时，儋州乡村旅游也颇
受欢迎。那大镇石屋村、南丰镇油
文村、峨蔓镇下浦村、大成镇新风
村、光村镇泊潮村等独特的乡土文
化符号，吸引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
卡，康养游、赶海游、休闲游等乡
村旅游模式热度高。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新高
地， 构 建 现 代 化 经 济 体 系， 是
“十四五”时期儋州市的重要任务。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邹广说，儋
州将以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为重
点，以环岛旅游公路串联提升优质
旅游资源，挖掘民间民俗特色文化
内涵，全力打造“西部旅游黄金圈”。
� 符宇群 / 文

期间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的目
标，导入大型特色城市商务商业新
业态，不断完善现代公共服务设施。
稳步推进旧城区、城中村、老旧小
区改造，加快补齐市政管网、公厕、
停车场等公共基础设施短板。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展望
未来，儋州将科学把握发展所处的
历史阶段、历史方位以及在自贸港
建设大局中承担的职责使命。围绕
儋州“十四五”建成西部中心城市
的目标，按照“五大中心”建设的

要求，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强
化城市功能，导入现代新业态，激
发新动能，营造新环境，展现新面
貌，全力建成海南西部中心城市，
努力打造成为海南第三经济增长
极。� 琼宇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