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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人爱吃鸡，也爱养鸡。以前的南强村，房前屋后都是

鸡棚，“一到夏天，空气中都散发着鸡屎味”。南强村下村小组

组长莫壮陶说，由于缺少监管和规划，群众环保意识也不强，

村里的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夏季蚊虫滋生，整村自然风貌遭到

极大破坏。

环境的整治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首要任务，村里的道路

要拓宽，园林绿化要提升，蛛网般架在村子上头的水管电线光

缆全部得入地。

“村里修路是好事，但动了我家的鸡棚可不行！”刚刚开

始，工作组就遇到了村民阻工的难题，因为他们不相信，你们

怎么会平白无故花这么多钱帮我们建村子？

农创和碧桂园的工作人员只能挨家挨户敲门，给大家看图

纸，讲设计思路，讲碧桂园和农创的理念。有的不给开门，有

的直接把工作人员赶出院子。

乡村振兴，必须跟村民有关。村里一次次组织村民开会，

领着他们到外地参观，看看现代化的美丽乡村什么样。“浮在

上面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请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村支

两委出面，做村民们的工作，坚定他们的信心。”潘定国告诉

记者。

做群众工作，关键要有耐心。碧桂园集团海南区域工作人

员王轼一直吃住在村里，为了拆一个私自搭建的鸡棚，他跟在

一个老太太身后，甜甜地叫了近百声“阿婆”。最后，被王轼诚

心打动的阿婆终于同意拆掉鸡棚。

眼见大部分村民还在观望，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支书莫

泽海带头，主动拆掉了自家包括“花梨人家”在内的300多平

方米的房子，全力支持南强美丽乡村进行保护性升级改造。

实践是最好的调解员。德高望重的莫泽海带了头，村支两

委的干部也跟着带了头，其他人也慢慢开始信任农创和碧桂

园的乡村建设团队。

但有了信任，不代表所有的事情就一帆风顺。长期的“闯

海”经历，让南强村祖祖辈辈的村民都很相信“风水”。

“比如门的改造，本来图纸上规划设计的是3米，但村民

会拿一个鲁班尺过来，如果这个3米在鲁班尺上他认为是与灾

凶有关的刻度，他就不认可你这个3米的设计，要求我们改成吉

利的刻度。”碧桂园南强村项目驻村设计师唐庭告诉记者，鲁

班尺是传统营造中的测量工具，相传可以丈量房宅吉凶，“我

们只能尊重村民们的传统习俗，在不

影响整体设计的情况下进行修改。还

有诸如门不能对门，大门不能对厨房

等很多传统禁忌，我们也会按照村民

的意思进行调整。”

如今，跟村民已经很熟的潘定国告

诉记者，看着南强村在他们的努力下一

步步变美变靓，他觉得他和团队人员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博鳌亚洲论坛，让世界看到乡村振兴下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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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南强村，古朴而又明丽，处处欣欣向荣。
披件外套，68 岁的莫泽海早早出了门。担任过四十多年村干部

的他，每天头一件事，就是去村里转一圈。
路上尽是生面孔——乡村游的外来客，有在古巷中散步的，有爬

山的，有在田野中赏花的，有看雕塑艺术展的，认识不认识都点头微笑。
几年前，村里很少有生人，别说外人，本村的年轻人都快走光了。
而作为村里“花梨人家”民宿的主人，散步回来的莫泽海为坐在

草寮下的客人们送上了咖啡——在南强这个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南洋
亲戚”的村子里，有着中西合壁的建筑风格和喝南洋咖啡的传统。

南强村新的一天，就从这醇厚绵长的咖啡香味中氤氲开来。
南强村是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朝烈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一百年

前，下南洋的人们怀念乡愁、心系故土，留下了这样一个有着中西合
璧建筑风格的古村；时光流转，这个 52 户、250 多口人的小村，慢
慢变得凋敝而破败。而正是因为想要留住乡愁，如今，碧桂园集团、
农创控投、“绿十字”等组织在这里集结，刷新了产业模式，搅动起
乡村故事，激活了南强村的一草一木。这个背靠博鳌亚洲论坛会址的
小村名气渐大，蝶变成为海南乡村振兴的一个品牌、一面旗帜，引起
央视、新华社等多家中央权威媒体的高度关注。

4 月 8 日，举世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拉开帷幕，这
个南海之滨的小镇草长莺飞、生机勃发，再次为世界所瞩目。在此次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包括南强村在内的围绕论坛永久会址核心区的 17
个美丽乡村，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海南样本，吸引
了全世界的目光。

下南洋、闯海，南强村95%的

人家都在海外有亲戚，绝大多数

宗亲仍侨居异国他乡。据莫泽海统

计，村子里有海外亲戚近700人。

下南洋不仅使南强村华侨众

多，留给村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

的。时光荏苒，村里的老宅年久失

修，很多都处于半垮塌状态。

如何让这些颓败的老宅在乡

村振兴中鲜活起来？农创规划公

司负责人周治廷和他的团队工作

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村庄里腐朽倾塌的三座老院

流转出来，在农创规划设计团队的

打造下，逐渐蜕变成为“凤鸣书吧”

“凤凰客栈”“凤凰公社”等传统

和现代相结合的风貌建筑。

“在建筑设计上，我们完全尊

重村民对老宅的感情和传统民俗，

采用中西合璧、新旧结合的建筑风

格，大量保留原有的建筑主体和南

洋风格的建筑元素，在细节中体现

‘修旧如旧’的设计宗旨，提升村

庄文化内涵。”农创规划公司南强

项目主创设计师卢岚告诉记者，一

个只剩下两面院墙的老院子，农创

规划设计团队把它的院墙整体保

留，并将其改造成“凤鸣书吧”，

老墙上满是充满童趣的彩绘，这

里变成了一个为孩子们服务的公

共文化空间。

凤凰客栈被当地村民誉为最

奇妙的一座建筑，是“老房子上长

出来的新房子”。“我们把前院的

旧墙建筑主体保留，并用透明玻璃

加高提升，让它有了玲珑剔透、别

具一格的现代风格。后院我们完

全保留了老宅原有风貌，青苔斑驳

的古墙、南洋风格的琉璃旧窗、木

门、神龛、雕花床和梳妆台，营造

出一种时空穿梭之感。”卢岚说。

而作为艺术空间的凤凰公社，

是卢岚自觉“最满意的”，“在原

有的老建筑基础上，我们使用了大

面积落地玻璃采光，把室外的风

景最大限度引入到室内。室外椰

林摇曳，室内椰影婆娑”。

在农创规划设计团队的奇思

妙想下，这一座座穿越了一个又一

个时代的老屋大宅，虽铅华褪尽，

但依然内蕴丰厚，让人过目难忘。

“南洋乡愁”是南强村的魂，

要留住乡愁，就要留住年轻人。而

一个无产业支撑和发展机遇的村

庄是留不住人的。三个院落的革

新，不仅提升了村庄的文化艺术品

位，促进了村庄的文化业态和旅游

业态的发展，更让村民有了文化交

流和经营的场所。

潘定国告诉 记者，碧桂园集

团还结合南强村、大路坡村的资

源优势，为村子引入了乡村旅游产

业，集中力量打造精品民宿、农家

乐、乡村书吧、艺术沙龙、休闲吧

等旅游休闲业态，借助博鳌田园小

镇的旅游资源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先授以鱼，再授以渔”。

“为了实现民主管理和村民自

治目标，我们还开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建设，让村民当家作主，开展经

营活动。通过合作社入股的方式，

让全村百姓都成为股东，让年轻人

都成为管理者。”潘定国说，只有老

百姓意识到了民主管理的优势所

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才能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在外打工的村民、毕业的大

学生都回来了。能带领大伙增收，

说话腰杆 子也硬了。”南强村朝

联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钟华介

绍，村民还流转了150多亩土地给

合作社，引进企业运营打造南强

花海，每亩土地年租金1500元，村

民打工月工资2000多元。

到花海闻闻花香，走累了回客

栈歇歇脚，傍晚在共享书屋里品

茗阅读，亦可到艺术沙龙泼墨挥

毫……3月5日，南强美丽乡村开门

迎客以来，每天接待游客超过500

人，民宿、农家乐等的日营业额均

达2万元。

莫泽海的“花梨人家”也重新

修整建造开业，而且，南强村建设

团队帮他把老宅修葺，打造成为

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为一体

的花园式农庄。院中的海南花梨

等名贵树木原封不动，为游客提供

了一个绿意环绕的惬意环境。满

堂的海南花梨家具，更使“花梨人

家”成为风韵独特的乡村民宿。

如今的南强村，全村五十多处

民宅古朴而现代，沿青砖小道追古

溯源，参天古树和斑驳老井逐一呈

现，诉说着三百多年的南强历史。

这位质朴的“南强姑娘”经过一番

“梳妆打扮”，不仅没有丢掉身上

纯朴的“田园风”，更增添了不少

“国际范儿”，变成了博鳌外交小

镇里一枚闪亮的明珠。

在 琼 海 市 委 书 记 何 琼 妹 看

来，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大有可

为”，“今明两年，围绕博鳌亚洲论

坛永久会址核心区，博鳌镇17个行

政村都将打造成美丽乡村，参会嘉

宾在开会间歇可以到乡间尝尝美

食，到客栈办个沙龙，

感受浓郁亲切的中国

乡愁，外交外事活动

有望日益与地方民俗

融为一体”。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为契合在南方图强之意，故取名

为‘南强’。”莫泽海告诉记者，宋

代汪洙《神童诗》里的这两句，是

南强村村名的由来。

南强村八成的村民都姓莫。

莫泽海珍藏着一本《莫氏族谱》，

族 谱 中 记 载 着 南 强 莫 氏 的 源

流——三百多年前，莫氏家族从

河北迁至福建，再迁至海南。

有海的地方就有海南人，自

古以来，海南便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桥头堡。自19世纪初期，

海南人就有为生计闯海下南洋的

传统，并随着大海的波涛飘至世

界各地。这段中国移民的迁徙在

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与“走西

口”、“闯关东”并称为中国三大

移民迁徙历史事件。

博鳌就是琼海地区百姓“下

南洋”的出海港。但恋乡思归，故

土难离，旅居海外的琼籍侨胞，

在异乡艰难打拼的同时，心心念

念的就是故土和亲人。浓得化不

开 的 乡

愁，促使

他们在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换来

财富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家乡

修葺祖宅。

“当年 我 母 亲 带 着 我 从 新

加坡回到南强，坐了一个多月的

船。”1954年，年幼的莫泽海作别

在新加坡当海员的父亲，跟随母

亲回到南强定居。

无数像莫泽海母子一样从南

洋回到故乡的人，除了带回财富，

还带回了南洋的异域文化，甚至

是从南洋运回的名贵建材——泰

国的黑岩木，马来西亚的彩色地

砖……他们倾力营造光宗耀祖的

大宅，将古老的民族传统风格与

南洋气派有机地结合，营造出这

片与本土建筑迥异的建筑群。

莫泽海告诉记者，南强人很

重视亲情伦理，这一点，从南强村

房子的建筑格局中就可以看出。

南 强 村 的 房 子 ， 大 多 按

“行”建造，每行院落中住着

六七户人家，都是由同一房分出

去的兄弟辈直系亲属，寓意“兄

弟同心，邻里不欺”。从正屋的

庭院看过去，各家各户的正厅前

后大门洞开，由

顶端可以一直看到底端的房子，

视线非常通透。

每进房屋的正厅前后大门都

要上下对齐，以示“同心”。“行”

与“行”的住宅间，同辈的房屋必

须高度相等，村子里每行院落间

都留有相当间距，形成村巷，是各

户人家出入的主要通道，以示“邻

里平等”。

年近 七旬 的 莫 泽 海 依 然 记

得，以前每逢过年，长长的院落从

前端到尾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孩子们在巷子里嬉戏玩耍，从一

个院子玩到另一个院子，这样的

画面喜庆而温暖。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处处寄

托着才情智慧与乡土情结的美好

家园，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

今的半个多世纪里，与众多曾经

辉煌一时的侨乡建筑一样，与主

人遥遥相隔。失去了主人打理照

料的宅院与乡村，在无以挽回的

落寞颓败中感伤地老去。  

唯 一 长 存 的 ， 是 一 代 代 的

海南华侨们曾经寄托在祖居之

上、无论身在何方都一生眷念

的乡愁。

“农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什么

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会想念这个地

方。”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乡愁”的精

准论述，也是总书记对中国广大农村美好愿景的形

象勾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又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一百多年来，南强村无处安放的乡愁，终于在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声中得以涅槃重生、蝶

变绽放。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在海南省创建“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的目标下，碧桂园集团积极响应

党和国家、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号召，践行“希望社

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在海

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大路坡村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

作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的企业龙头，碧桂园其

实与乡村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碧桂园集团董

事局主席杨国强出身于广东顺德农村，早年当过农

民，曾饱尝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在企业经营取得巨

大成就之后，杨国强对媒体公开表示，其未来的工

作重点是“回归农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亦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言，要鼓励和引导有实力

的企业和企业家参与发展现代农业，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

“我们希望通过将产业振兴与人才培训、整村

推进、转移就业、驻村帮扶等有机结合，不搞‘花拳

绣腿’，不做‘人工盆景’，扎扎实实参与乡村振兴战

略。”碧桂园集团社会责任部副总监潘定国告诉记

者，南强村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

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良好的群众基础，碧桂园

集团以打造有产业支撑、特色鲜明、有内涵、有品位

的美丽乡村为目标，制定了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我

们将南强村与相邻的大路坡村连片打造美丽乡村，

并定位为‘艺术+’村”。

潘定国告诉记者，碧桂园公益投资2500万元捐

建南强村，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为集艺术创作、文化

交流、艺术培训、艺术品交易、文化休闲、人文居住

为一体的“博鳌国际生态艺术村”。

琼海市委、市政府组建了博鳌南强“艺术+”村

建设工作小组，市政协主席符传富担任项目总协调

人，博鳌镇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席及两名副镇

长，包括南强村所在的行政村朝烈村村支两委负责

人全部参与建设工作。

为了保证南强村的建设项目符合乡村振兴战略

所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碧桂园聘请了在乡村建设

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农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来负责

南强村项目重点节点规划的设计。

农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姚波告诉记者，作

为一家由金融资本、涉农实业、乡建智库等联合创

设的农业产业投资平台，农创与中国乡建领军组织

北京“绿十字”一道，在全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乡

村建设实践，其“让鸟回来，让文化回来，让年轻人

回来”的乡村建设理念，与琼海市委市政府在乡村

建设中“不砍树、不占田、不拆房、就地城镇化”的

“三不一就”政策，以及碧桂园打造“村民乐居、旅

客乐游、产业兴旺、人际和谐”的理念高度契合。

理念一致的三方紧密配合，一场振兴南强村的

乡愁之战，全面打响。

远下南洋的人们，乡愁留在这里

集结！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南强蝶变

1

2

乡村振兴，必须跟村民有关3

南强村的“田园风”与“国际范”4
，本报记者探访博鳌南强村之美

南强村是一个有着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古村。

凤鸣书吧内书籍种类繁多，外面的老墙上则是充满童趣
的彩绘，这里也成为了为孩子们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

被村民形容为“老房子上长出新房子”的凤凰客栈既有
老宅风貌，又有现代风格，营造出了时空穿梭之感。

旧日乡愁醉今人，南强村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声中得以
涅槃重生，蝶变绽放。

凤凰公社，室外椰林摇曳，室内椰影婆娑。

扫一扫，分享南强
村的美丽振兴故事

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