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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开启

保亭邀请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

Discovery 探索谷落地 呀诺达景区悄然升级

阿婆妙手织出婚恋故事黎锦

由县委书记穆克瑞带队，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日前先后赴山西太原、
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地举行专场招商推
介会，邀请各界企业家到保亭投资兴
业，共建共享保亭高质量发展。

以健康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旅
游文化产业为主题，保亭正在筹备成立
七仙岭养生谷、加茂智慧城、三道度假
村等三大产业园区。依托独特的区位、
交通、资源等优势，保亭在两地的招
商推介活动中推出 60 宗产业项目。
这些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与先进制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项
目，总投资额超 184 亿元人民币。

其中旅游业方面，保亭依托呀诺
达、槟榔谷两个国家 5A 级景区的影

响力，谋划了独特的热带雨林旅游线
路，引进国际顶级的休闲度假酒店，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开发特色鲜明、
吸引力强和高附加值的旅游产品。未
来将全面推动旅游与多产业的深度融
合，在旅游产品的供给、新业态的培
育、旅游要素的提升上做全面升级，
将打造森林康养、温泉康体，气候疗
愈、中医健康等基地，构建保亭特色
休闲“大健康”体系，把保亭打造成
特色鲜明的热带雨林旅游目的地。

太原、呼和浩特和推介会，吸引
了近 200 家企业参加。推介活动结束
后，企业家代表们现场与保亭相关职
能部门进行了洽谈对接。在呼和浩特
的招商推介会上，保亭县政府还与

内蒙古鄂尔多斯商会、内蒙古山西商
会、内蒙古民族贸易促进商会签约合
作，搭建南北两地友谊之桥，谋划合
作共赢。

穆克瑞介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大背景下，保亭是一片投资的热土。
三亚经济圈一体化加速推进，为保亭
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山海高速全线
贯通、G98 高速扩容和中线高铁项目
加快谋划推进，为保亭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每周定时、定点、形式灵活、
氛围轻松的“咖啡时间——政商交流
对话加速跑”活动，让保亭的营商软
环境持续向好。保亭具备难能可贵的
发展条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 （文宏武）

2022 年（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
节 7 月 28 日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七仙广场启动，文化节期间，保
亭将举办雨林时装秀、“红火露营”、
“红火开放麦”、“红火市集”等系
列活动。

“保亭红毛丹”是海南省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保亭年平均气温 20.7-24.5℃，
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保亭出产
的红毛丹外观鲜艳、清甜可口。当前，
保亭全县种植红毛丹 3 万亩，年总产
值突破 4 亿元（人民币，下同）。

保亭红毛丹文化节由往年的“红
毛丹采摘季”活动升级而来。启动仪
式上发布了为期一个月的“果旅”文
化之旅，期间将相继展开专题论坛，

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道谷
观望河对岸，雨林中像是冒出了一堆
巨型蘑菇。这正是在建设的 Discovery
探 索 谷， 它 是 全 球 纪 实 娱 乐 节 目
Discovery 探索传媒集团在海南的首家
官方授权落地项目。

记者近日在保亭实地探访时了解
到，相关景区没有因外部环境“躺平”，
正在抓紧推进景区改造升级。在呀诺
达景区，观光索道、Discovery 探索谷、
游客餐厅等项目正在施工中，景区在
“悄然”焕新。

据介绍，呀诺达景区两条进口索
道今年 1 月开工，附属配套总投资 2.6
亿元人民币，预计 2022 年 10 月建成。

呀诺达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索
道建成运营后，将解决景区单一的旅
途交通模式，使其从交通工具型向游
览观光享受型转变，游客可通过索道
立体直观、多角度地感受热带雨林的
魅力。

2 号索道一端连着景区另一个在
建的关键项目——Discovery 探索谷。
Discovery 探索谷是规划面积约 1500

亩的呀诺达 Discovery 综合度假区的
一部分，整个项目涵盖探索公园、雨
林温室景观、童话剧院、动物星球游
乐园、夜间水秀表演、水上滑索、水
上探险乐园、探险小镇、丛林精品酒
店等。

呀诺达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景区
现有雨林谷与梦幻谷两条游玩路线，
随着索道、Discovery 探索谷的建设运
营，后期会往三道谷和探索谷延伸出
两条新的游玩路线，为游客提供多样
化的“探索体验”。

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黎族老人符金花“专有”技能让往
来游客称奇：没有预先设计，不需
提前打样，符金花凭一双妙手，可
以织出自带故事情节的黎锦。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黎锦，是中国最早的棉
纺织品。织锦人通常以黑色棉线为
“底”，将彩色棉线在既定位置挑
出和埋入，不同颜色的丝线穿插其
中，如“点阵图”般形成图案。经
纬交叉的编织形式非常考验织锦人
的技艺，因此市面上的黎锦纹样，
多是造型对称且相对简洁的蛙纹、
蛙人纹及变形蛙纹。

在槟榔谷景区“非遗村”，年
近八旬的符金花是“镇村之宝”，
她的“工作”就是在非遗馆的展厅
里安静地织黎锦。有游客围观上来
时，符金花朝着游客竖起大拇指，
微笑着说声“波隆”打招呼。细心

的游客会注意到，老人手中的黎锦
在讲述“婚恋故事”：木棉花开时节，
小鸟在空中飞翔，小鹿在地面奔跑，
猎人带着猎狗狩猎时遇到了心仪的
女孩，彼此产生爱慕，聊天、对歌、
荡秋千……

“没画图，就是一点一点织出
来。”不识字、普通话也不甚流利
的符金花指了指自己脑袋，称图样
都保存在自己脑海里。有时客户需
要织出姓名、“三月三”之类的汉
字，她就请人将相应字符打印出来，
然后织在锦中。也是因为没有图样，
符金花在景区带的一些“徒弟”，
都没有学会织出场景故事。

“符金花老人的厉害之处是，
她可以织出一副有故事的个性化的
黎锦。”槟榔谷景区副总经理陈国
东说，即使符金花的黎锦售价高昂
且要排队等待，仍有不少游客下单
购买。� （王晓斌）

保亭黎村苗寨变身旅游度假目的地
传统低矮的黎族“船型屋”前，

文脸的黎族阿婆坐着仔细地织黎锦，
有游客前来参观时，她们竖起大拇指
喊声“波隆”（黎语槟榔之意，表问候），
热情地与游客互动。

这是位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道镇甘什村委会甘什上村、甘
什下村的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日常
一景。槟榔谷景区是中国首家民族文
化型国家 5A 级景区，是海内外游客
了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景区建设后，村民与景区合作
得到土地的分红与租金收入，在景区
上班有工资收入，经营铺面卖农特产
品有营业收入，采摘景区内的槟榔等
果实收入……”槟榔谷景区副总经理
陈国东说，随着景区规模从小到大，
村民收入水涨船高，“农村、农业、
农民和景区‘同呼吸’，我们已经形
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不是甘什村委会唯一的国家 5A
级景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与槟榔谷隔河对望。看中甘什村的区
位及自然资源，呀诺达景区的建设者
打造出三亚经济圈（包括三亚、保亭、
陵水、乐东）首个以热带雨林为特色
的 5A 级景区，并计划拓建热带雨林
休闲小镇。

如今，这里正吸引着世界的目
光。拥有全球知名纪实娱乐节目的
Discovery 探索传媒集团，在海南的首
家授权落地项目——Discovery 探索
谷，正在呀诺达景区紧张建设中。

甘什村委会什进村还有一家正在
兴起的乡村景区——布隆赛乡村文化
旅游区。什进村村民以土地入股形式
参与旅游开发，不仅免费住上新居，
还有青苗补偿、土地租金、就业等多
样化的收入来源。十多年前绝大多数
村民住低矮破旧茅草房的什进村，全
村 48 户村民都住进了两至三层的黎族
“船型屋”样式的小楼。村民黄燕兰
家的老房子安身于“村史馆”，成为
村庄巨变的见证。

负责开发布隆赛项目的大区小镇

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德良介绍，目前，
布隆赛建成了什进村史馆、艺术民宿、
谷语餐厅、亲子游乐空间、艺术主题
景观等业态，二期山地客房区、雨林
宿集区等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评审，预
计年内开建。

每年数百万人次的游客到来，成
为甘什村一带村民们致富的“流量”
和“密码”。甘什村在保亭，并非孤例。

保亭响水镇毛真村是百年历史苗
族村落，以该村毛真水库为核心，已
建成一个集文化康养、森林康养、运
动康养、康养度假“四位一体”的神
玉岛文化旅游区。神玉岛文化旅游区
事业部总经理吴丽介绍，景区 80% 以
上的员工是周边居民，对于毛真村村
民，神玉岛是就业场所、表演舞台、
农特产品展示和销售平台。

在响水镇南春新村，建起了海
南首个脱贫济困型共享农庄试点项
目——保亭雅布伦享水谷共享农庄，
村里的小别墅错落有致。

“很多人以为共享农庄就是一座
农庄，在我看来，共享农庄是一条共
享生态资源、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生
活理念的乡村振兴之路。”海南雅布
伦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勇介绍，
享水谷共享农庄是以康养农庄为核
心产品，打造有山水养生、户外运
动等多种休闲功能产品的度假区。
目前共享农庄已进入运营阶段，全
部建成后将为村民提供 150 多个长
期就业岗位。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山区的保亭，
热带雨林、温泉、气候资源得天独厚，
海南建设自贸港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为保亭发展旅游康养产业带来良
机。根据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产业发展
规划，保亭将发展气候康养、雨林度
假、运动探险、休闲农业等十大特色
重点产业，将依托“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优势，全域开展美丽村庄景
区化建设，打造黎苗文化传承体验基
地、打造户外探险体育旅游基地。
 （王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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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新闻办公室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文身阿婆在槟榔谷景区的船型屋前织锦。� 雷强 摄

眺望呀诺达景区在建的 Discovery 探索谷部分建筑。� 骆云飞 摄

景区内，游客在参观符金花织锦。� 骆云飞 摄

启动仪式现场图。� 主办方供图

雨林时装秀、“红火露营”活动、“红
火开放麦”活动、“红火市集”、“红
毛丹甜蜜荧光跑”等。

启动仪式上，保亭县委书记穆克

瑞说，红毛丹主题的文化节融入潮流
理念，选取全新视角，打造专业化、
国际化、品牌化的主题节庆活动，让
红毛丹成为保亭热带高效农业“出海、
出圈”的“金字招牌”，让“红毛丹
文化节”成为保亭对外交流的靓丽名
片，提升保亭城市形象和影响力，彰
显保亭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自
信。

据介绍，保亭大力发展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积极引进热带果蔬优质品
种，推动以红毛丹为代表的特色农业
提质升级，做足“季节差、名特优”
文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除了“王
牌”红毛丹，保亭种植菠萝蜜 3 万亩，
年产值 1.1 亿元；龙眼 1.43 万亩，年
产值 1.82 亿元。� （王晓斌 屈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