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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文明乡村

果树认养
解锁三亚乡村游新模式

“认养一棵芒果树，需要 899
元，这棵树就是你的了。”最近，海
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称“水果岛”）海南热带水果基
地总经理张清有点忙，自从推出

“果树认养”模式之后，他每天都
要解答游客的咨询，这也让他乐
此不疲。

水果岛基地成立于 2014 年，
种植芒果 1100 亩，每年产量 200
多万斤以上。张清口中的“果树
认养”，是消费者通过购买认养的
方式，在一年时间内，在水果岛基
地拥有一棵芒果树。“住在大城市
的人们，在果园里拥有属于自己
的一棵芒果树，果熟了，能到园里
摘也能邮寄到家。这样的方式比
直接购买芒果有趣多了。还可以
通过摄像头，时时了解到果树的
生长情况和参与管理，当闹市中
的‘农民’。”

小芒果，大产业。三亚芒果
种植面积近 40万亩，主要种植象
牙、红金龙、台农和金煌等四个芒
果品种，每年出岛量约 70 万吨，
产值 60亿元，是三亚农民增收的
一大支柱产业。如何挖掘芒果产
业产值，三亚探索“农业+旅游”，
打破传统销售渠道，让大众既能
吃上新鲜芒果，又能获取更多的
乐趣。“果树认养”就是三亚的创
新。

“果树认养”，是水果岛探索
“农业+旅游”融合发展之路，实
施“农业+旅游”发展战略，拓宽
企业销路，走“互联网+农旅”的
销售方式。

“现在，已经有 200 多棵芒果
树有了新的‘主人’。”张清说，这
些认养者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
平时也会到果园里看看，亲自体
验芒果管理的快乐。随着越来越
多人认养果树，水果岛基地也逐
渐热闹了起来，聚起了乡村旅游
的一团“火”。

“农旅”融合
“融”出新路子

这几年来，三亚积极发挥热
带农业和旅游资源的优势，大力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
业+旅游”成为三亚农业经济的重
要增长点，在生态园区采摘与“尝
鲜”，增加了游人的乐趣。

今年3月，三亚乡村旅游采摘
节掀起市民游客“乡村游”旋风。
大茅远洋生态村作为采摘地点之
一，也迅速聚集了人气。

从海南环岛高速迎宾互通进
入海榆中线（即 224 国道）往五指
山方向 5 公里，就到了大茅远洋
生态村。沿着村道，车子经过一
座 漫 水 桥 ，水 不 深 ，仅 没 人 脚
面。过了桥，就是生态村的核心
区。

“再次来到这里是因为小朋
友和伙伴的暑假之约选在这里。
在这里能体验田园生活，探索大
自然的奥秘。”市民王先生告诉记
者，在田野上，让孩子回归自然不
失为一种更好的教育方式。

“在城市待了许久，全家人到
乡村走一走，真的不虚此行。”游
客王女士说，满眼都是绿油油的
田园美景，稻田、农庄、小河、鸡鸭
鹅和小羊，构成了一幅唯美的乡
村图画，一家人乐开了花。

“大茅远洋生态村是农旅融
合的新业态，其‘农业+教育+旅
游+科技’的多产业外延特性，给
了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探索大自
然、体验田园生活的机会。”大茅
远洋生态村项目总经理刘岩涛介
绍，大茅远洋生态村还通过村企
融合，辐射带动大茅村发展热带
高效农业、民宿产业，盘活农村闲
置房屋和土地，使土地增产、村民
增收。

事实上，“农旅”融合在三亚
已初见成效。从“乡村民宿”到

“乡村采摘节”，一条条乡村游的

新路子，打通了三亚乡村游的“脉
络”。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
进，近年来，三亚也铆足了力气，
统筹城乡发展。目前，三亚已有
中廖村、青塘村等 17个海南省星
级美丽乡村，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三亚槟榔河文化旅游区等全国休
闲农业示范点，大茅远洋生态村、
水稻公园等共享农庄，不仅激活
了本土经济，也吸引了一大批游
客前来，丰富了三亚的旅游业
态。以中廖村为例，随着美丽乡
村的建设，现在的中廖村凭借着
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渐发展起了旅
游业，打造起具有特色的少数民
族村落，吸引了游客到此一游。

吃上“旅游饭”
拓宽就业路

“农旅融合”让三亚“好山好
水”的招牌一天比一天响亮，良好
的旅游态势，也带动着越来越多
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在水果岛，通过“农旅”融合，
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个就业
岗位。

“每天在果地里察看果树有
没有病虫害，工作轻松。”董亚文
是水果岛基地附近的村民，也是
基地的一名员工，入职以来，他的
工作时间从不固定变成早八晚
六，中午还有专门的床铺休息，工
资也比务农收入高，够一家生活
还有余。

得益于企业的发展，水果岛
基地内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附近
村民和三亚周边市县乡村的村
民，经过公司统一培训后上岗。
目前，仍在建设的水果岛基地能
提供就业岗位近 60个，后续最多
可达200个。

而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截至
目前已带动博后村和六盘村6000
多农民增收，直接安置当地村民
就业 589 人，以合作社方式间接
安置就业 500 多人，在整个产业
链中解决就业达2000多人。

在 大 茅 远 洋 生 态 村 ，截 至
2020 年底，项目共带动 446 户农
户，提供了 200多个工作岗位，其
中固定岗位 84个，片区内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 2017 年的 8620 元增
加到2020年的21500元。昔日这
个贫困乡村摇身一变，成为创业
致富的“平台基地”、治愈身心的
旅游胜地、备受欢迎的研学教育
目的地，在创造可观收益的同时，
改善了乡村环境，带动了乡村的
振兴与发展。

农村有景可看、农业有事可
干、农民有钱可赚。如今，三亚正
在拉长“农业+旅游”的产业链，
在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下一
步，三亚将继续依托田园风情，构
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打通
乡村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的
通道，真正实现山水作底、产业为
骨、特色铸魂的乡村旅游“样板”。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教学主
张’就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形成、发
展，并经过检验而提炼出来的具有
一定科学性和创新性的个性化、具
体化教学思想。”随着海南师范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博士，中小学
校长“国培”专家陈福祥的讲解，由
三亚市教育局、三亚市教育研究培
训院主办的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我的教学主张”研修项目近日

在清华三亚数学论坛会议厅结束。
“‘教学主张’表现为一种个性化

的教学，是一定教学理念的具体体
现，具有一定的学科特质，体现了教
师对课标、课程和课堂的深度理解。
它植根于教师的教学理念、见解，属
于教师的个人知识。同时又具体化
为教与学的实践策略。”培训中，陈福
祥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所有参训人员
了解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

创新思维方式和教育教学方式，应掌
握现代化教学技术，达到较高的教育
教学水平和教育科研能力，进而成为
独当一面的教育教学能手。

此次培训设计理论通识+实践
引领+展示提升等课程模块，从教
育理论学习到核心价值形成、从提
炼关键问题到建构实践策略，最终
达到实践应用反思的“教学主张培
养路径”。帮助大家搞明白“教学主

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怎么
用？学会在大量的课堂教学实践及
自己的经验总结、论文中分析、比
较、归纳、提取，发现并提炼出自己
的教育教学主张。

“通过四天的培训，让我明白了
一名教师从优秀走向卓越还需要一
段路程，而能走得越快、走得越远的
办法就是提炼属于自己的‘教学主
张’。‘教学主张’的提炼不仅要在

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
思考、不断梳理，更需要大量的、充
分的理论支撑，在理论内涵的支撑
下再应用于自己的教学经验，通过
不断地磨合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

‘教学主张’。未来的道路不仅需要
大量阅读，更需要理性思维能力，我
将不断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培
训结束，海南中学三亚学校参训老
师高海慧说。

梅东村：

革命老村育出“幸福之花”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赵立明

见习记者 汪宏泉

近年来，作为革命老村的崖州区梅东村在
红色精神的润泽下，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如今走进梅东村，乡风文明，楼房错落有
致，道路干净整洁，院子种满花草，百姓的生活
越过越好。

梅东村，位于崖州区西部。1937 年初，中
共梅东村党支部成立，抗日的火种在此播下，
燎原于整个梅山地区乃至崖县。波澜壮阔的琼
崖革命中，梅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扛
起枪，拿起刀，前赴后继地与日本侵略者、国民
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
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革命
壮歌。如今重走梅东村，硝烟早已散去，只见
崭新宽阔的道路、整齐干净的房屋，孩童绕着
院落嬉戏，老叟在树荫下乘凉，一派祥和安宁
景象。

“我们梅东村全体党员干部不忘革命先烈
精神，坚持以新时代党的理论指导实践，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集合各方力量促进梅东村高质量发展。”梅东
村党总支部书记孙立说。

在红色精神的润泽中，梅东村村民勤劳肯
干，积极进取，一直保持着淳朴文明乡风，先后
被三亚市评为“2018 年度卫生村”“2017 年度
环 境 卫 生 先 进 村 委 会 ”，被 海 南 省 评 为

“2019-2021省卫生村”。在梅东村党总支的领
导下，梅东村全面建设取得新成就。目前村里
正大力发展冬季瓜菜、哈密瓜、芒果、玉米育种
等特色产业。去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1000元。

“我2011年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后回到梅
东村种植哈密瓜创业，这几年在政府的帮扶
下，事业一直在进步。这些年感谢政府的扶持
和帮助。”村民欧蓝鑫由衷地说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深入推进，梅东村这个
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红色村”正焕发出勃勃
生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建设新格局已逐步成
型。

市道德模范罗成壮：

救人是本能
逆流而上是担当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有人溺水了！来不及多想，正在巡逻的天
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七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罗成
壮快速脱掉衣服，向旁边的游客借了一个泳圈
后，猛地扎进三亚湾的海水里向远处游去。

“快救我妹妹。”待罗成壮游到溺水者面前
时才发现是两个人。“你放心，我一定救你妹
妹。”说着将救生圈套在求救女孩身上，一只手
游着将另一名溺水者奋力往岸边拽。当时正值
退潮，海浪非常急，罗成壮游得很吃力，把溺水
者都救上岸后，罗成壮已是精疲力尽，脸色发
白。还没来得及喘息，便马上对溺水者进行了
简单的急救措施。天色越来越暗，直至 120 救
护车到来，人群散去，罗成壮才拖着两条注了
铅似的腿慢慢离去。这一幕发生在 2018 年 6
月 29日。

回家后，罗成壮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家人见他有些虚脱，问起他也没说。事后，才
得知他是怕父母担心才有意隐瞒。

此后，2018 年 7 月 31 日，三亚日报头版刊
登《本报今日“特别寻人”“无名英雄”你俩在
哪？》新闻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热
心市民提供的信息，三亚日报记者才找到了罗
成壮。

此时，记者才了解到，如这样默默“学雷锋”
已是罗成壮的本能。2017年 4月的一天中午，
他下班到离家附近的羊栏市场买菜，一名约60
岁的阿姨突然倒地，他将摩托车停靠在一旁，
上前将老人扶到树荫下，又给老人买一瓶矿泉
水解暑。看到老人脖子上挂着一个老人手机，
他便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面对老人家人的感
谢，他没有多说，转身骑着摩托车离去……

2019年，罗成壮被评为三亚市第四届道德
模范（见义勇为类）。“作为一名党员，身上更多
的是一份守护、一份责任、一份担当，疫情当
前，更要逆行而上，全力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
防线。”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三亚党群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党员干部更是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给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疫”增添了温暖和感动。罗成壮
也是其中一员。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坚守工作
岗位，主动要求到疫情防控一线值守。

罗成壮曾是一名军人。17 年前罗成壮到
广东省潮州市服兵役，几年的部队生活，练就
他一身的本领，而他也将所学用于为人民服务
中。对此他这样说：“我愿逆流而上，勇敢把肩
扛，对党对国家忠诚是我曾经作为一名军人崇
高的信仰。”

三亚市中小学教师研修“我的教学主张”

激发教师自我提升内驱力

罗成壮接受记者采访。资料图

三亚积极探索“农业+旅游”融合发展特色品牌

“融”出乡村旅游新路子
本报记者 张慧膑 实习生 张景轩

在旅游业态百花齐放的今天，回归大自然，人们的游兴正浓，“农旅”融合的项目也越发引人“深玩”。在三亚，“乡村民宿”
以其独特的网红气质，吸引一批又一批游人，而以芒果为媒的“乡村旅游”也悄悄崭露锋芒。近年来，三亚坚持把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发展作为现代农业发展新的增长极，立足产业特色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美丽乡村建设、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
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游客在三亚一热带水果基地，参观果园、体验采摘乐趣、了解热带水果种植。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游客在芒果种植基地品尝新鲜的芒果。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一采摘基地的工作人员帮助游客采摘心仪
的水果。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俯瞰大茅生态远洋村俯瞰大茅生态远洋村，，田园风光优美田园风光优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聪聪陈聪聪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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