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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30年改革———曾经“世代耕耘祖宗海”的
海南人，成为我国发展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的
“先行者”；

30年跨越———体量小巧、优势天成的“海
之南”，已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2018年，正值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11
月下旬，记者跟随“2018境内外华文媒体海南
行”报道团，感受这里的人文风貌，“聆听”此
处新征程的号角。

老祖先的财富让文明更有“力量”
11月22日， 记者随团造访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 黎族是海南独有的民族，独具
特色的“绣面文身”令人惊叹，那一道道线条
从阿婆的脸上一直蔓延至全身，只有语言、没
有文字的黎族人用这种方式记载着家族图
腾，以及外人无法知晓的过往。

听到记者一句当地问候语“波隆”，阿婆抬
头一笑。 在小屋外织锦的她正用脚趾撑住支架
立腰而坐，绣制海南人引以为傲的黎锦。 向导告
诉记者，这是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3000多
年来，无法用文字记载思想的黎族人，只能将图
案构想刻在各自脑海，因而每一条黎锦都是“举
世无双”。 而记者眼前这些被保存下来的见血封
喉树、船型屋，则承载着世代黎族人的集体记忆。

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岛那头”吹来，海南
建省办特区的浪潮打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光芒被一点点“擦亮”。

大浪淘沙，沧海拾贝。 海南吹响“两大经
济圈发展”号角，地处“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
槟榔谷，成为海南发展特色旅游的杰出代表。
根据规划，结合海南当地资源与产业条件，海
南把全省特色产业小镇分为旅游小镇、 黎苗
文化小镇、渔业小镇等多种类型。

槟榔谷是“黎苗文化小镇”的一员。 被世
代保护得相对完好的人文风貌， 成了炙手可
热的旅游元素。这里成了国家5A级景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名头越
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

在海南大力打造“国际旅游岛” 的愿景

下，从农耕时代走来的黎乡人，融入现代旅游
业的浪潮中。 但那些关于历史与传承的记忆，
从未离开一代代海南原住民一步。

大自然的瑰宝沐浴于“智慧之光”
如果说黎苗文化是海南岛的文化符号，

那么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则是海南赖以发
展的坚实后盾。 这里，是我国唯一热带岛屿省
份，青山绿水和碧海蓝天并存；这里，是中国
最大的海洋省与最大的热带宝地， 丰富的热
带农业资源与海洋油气资源共生。

农业，是海南省发展进程中的一张名片。
11月21日， 记者随团来到陵水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 该基地2015年正式启用，总规划面积达
1.1万亩，致力于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农业
科技研发与高设施农业生产。

蔬菜种在“摩天轮”上，西瓜“站”着长，辣椒
结在3米高的树上……在基地的热带设施农业
技术展示中心，这“奇形怪状”的生长姿态，让记
者大开眼界。“我们的叶菜上午采收、下午种植，
运用水肥种植，将有机与无机相结合，1亩的产出

效益相当于传统产量的10倍。 冬季瓜菜的技术
在这里已十分成熟。 ”基地负责人崔鹤说。

目前，该基地已与荷兰绿港国际、新加坡
天鲜农业、 中国农科院等多家机构达成合作
关系。 有高标准荷兰文络式玻璃温室、水培蔬
菜棚和潮汐育苗棚等先进设备助力加持，有
物流加工交易、“互联网+农业”创新示范等手
段的成熟运用， 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已成
为海南现代农业的探路者。

在海南，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热带水
果和花卉基地一片热火朝天，乐东蜜瓜、陵水
圣女果等热带品种像一颗颗珍珠点缀在这片
土地上。 2017年，农业增加值1012.46亿元，其
中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占比达75%，全省
各市县农民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

从前面朝大海、与世隔绝的沃土，正沐浴
于现代科技的智慧之光。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致力打造中国的“南繁硅谷”、三亚水稻公园
中有袁隆平院士等关于超级杂交水稻更进一
步的梦想。 这里承载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的殷殷嘱

托， 这里有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种业搞上
去”的殷切期望，这里更有一个民族“用小种
子孕育大战略”的长远眼光。

“先行者”的梦想正加速起航
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际旅游岛建设正
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 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10月16
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发布，标志着
中国（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进入
实质阶段。

博鳌，如今不仅是中国最重要
的外交主场，更成为改革“先锋号”
最有活力的一员。 11月21日，记者

随团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作为我国首个医疗旅游开发园区， 这里

集美景与智慧于一身，集“红利”与“前卫”于
一体，享受着国家给予的9条“黄金政策”。 目
前园区已有9个项目投入使用、27个项目正开
工建设、101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 产业内容
涉及生殖备孕、整形美容、肿瘤防治、健康管
理、康复疗养等。

11月23日，记者来到三亚免税店。自2011年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这里已成为世界了
解中国免税政策的新窗口。今年12月1日起，离岛
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
物限额将从原有的16000元增加到30000元，且
不限次。不远处的凤凰岛国际邮轮港，5年前只有
一个码头、仅可供1艘8万吨的邮轮停靠，如今已
建成两个15万吨级码头、在建两个22.5万吨级码
头，未来可停靠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而立之年”的海南省，持有生态环境、经济
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青山绿水与碧海蓝
天是这里一笔“买不来也借不到”的财富；“一带
一路”倡议是这里实现“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与
印度洋重要门户”目标的基石。 2018年海南旅游
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接待游
客6745.01万人次，同比增长12%，实现旅游总收
入811.99亿元，同比增长20.8%。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
方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风貌。 海南发展是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4
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发出铿锵有力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 预示着海南在全国改革开放中
的战略地位。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平
台和重要窗口，这里，将有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加速起航。

潮起海之南，先行正当时

� � � � 11月22日，
海南省三亚市，
三亚凤凰岛国
际邮轮港。

通讯员 摄

———随“2018境内外华文媒体海南行”走访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