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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于斗门旧街，触碰沉淀
在骑楼古巷的旧时光，感受旧街
十足的民国风情；往接霞庄深处
走去，青砖瓦房、石砌古街，散发
着浓郁的明清民俗古韵；在御温
泉，一家老小共赴亲子“泡汤”之
约，逛庙会吃美食其乐融融；卸
下疲惫，在“观沥·山月里”民宿
体验乡野慢生活……在“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斗门镇，既有春暖
花开的多彩，也有历史厚重的人
文情怀。

在斗门镇新乡村沥岐新村，
别具特色的“观沥·山月里”民宿
坐落于此。民宿负责人周颖欣是
沥岐新村返乡创业的第一个大学
生，在她的张罗下，“观沥·山月
里”民宿开业一年多来声名鹊起，
成为珠海最新兴起的乡村“网红”
民宿之一。

百年古屋群、古书院旧址、幽
静的栈道、潺潺的甘泉、美丽的田
园风光、淳朴的古村民风……沥
岐新村有着创办民宿的天然基
因。“民宿起名为‘观沥·山月里’，
是为了缅怀五百多年前开拓村落
的‘观’字辈先人，弘扬沥岐新村
从古到今安分守己、朴素友好的
民风民情，在打造的过程中也充
分融入了斗门镇丰富的人文历史
内涵。”周颖欣说。

眼下，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
斗门镇不仅已成为城市居民体
验岭南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正

把城乡资源的多样性、独特性
转化为现代农村的生产力和吸
引力。

一场美丽蝶变即将在斗门镇
上演。斗门区提出，将打造斗门
镇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并
以此为突破口，以点串线、以线带
面，争创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样
板。包括“观沥·山月里”在内的
斗门镇各“网红打卡点”，也将因
此迎来全新机遇。

“与样板村、示范村打造不
同，斗门镇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
范带建设将按照景区化思维来进
行，着重为乡村导入产业，打造受
市场欢迎的核心产品，同时突出
斗门镇厚重的文化底蕴。”项目策
划运营方珠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斗门镇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示范带定位国风田园综合
体，将从旅游产业、文化建设、居
民生活、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探寻
开发方向，充分挖掘斗门镇旅游
资源及潜力，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为此，斗门镇将打造“住、玩、
食、学”四大商业业态，打造品质
民宿集群、沉浸式宋文化体验、红
色研学基地、国学文化体验基地、
复古商业街、特色农产体验等主
题景点。

“按照规划，将根据斗门镇地
形地貌设计水陆游线，在接霞庄

设立游客集散中心，于村落、景点
中设置驿站与码头，游客可自由
选择通过田园小火车或轻舟方式
出行，领略斗门镇别样风光。”珠
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其中陆上游线分为大小环
线，在村落、景点内架设绿道小火
车，使斗门镇的景点及村落紧密
相连。水上游线自下洲村始，宋
城码头为终点，利用现有河道和
水渠将斗门大道左右两侧主要景
区相串联，形成联动。

在重要交通节点和特色文化
景观建设方面，上洲村将打造游
客服务中心及配套餐饮接待中
心，建设为宋文化风情商业体，为
游客提供斗门镇特色风情餐饮服
务。此外，还将把新建党群服务
中心西侧改建为露营营地，占地
面积约1750平方米。

接霞庄将改造老屋为宋文化
主题沉浸式剧本杀《大宋提刑
官》，设计上与接霞庄宋风余韵相
结合，让游客深度体验接霞庄文
化。接霞庄西南侧18亩空地还
将改造成为宋文化沉浸式街区，
以“梦回宋朝”为主题，使游客仿
佛身临其境体验宋朝文化，满足
游客吃喝游购娱等多重需求的消
费体验。

斗门旧街将改造配套商业及
停车场，并以黄杨影剧院为核心，
打造斗门旧街酒吧、艺术工作室
及旧物仓，丰富斗门旧街业态。

文旅融合：

打造宜居宜游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按照“兴产业、促发展”思

路，斗门区去年立足当地实际，夯实产业基础，深挖镇
村潜力，深化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富民兴村特色产
业。2022年斗门区将通过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园能级
提升行动、大力推进乡村多业态发展、部署一批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推动农村消费提质升级、促进农
民就地就近就业等举措，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发展农业生产。2021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74.87
亿元，增速5.3%。全力稳定粮食生产，粮食生产面积
68609亩，全年总产量29253吨。积极推进生猪复产
工作，加快推进猪场改扩建、茶冷迳猪场建设和港珠
澳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推行生猪政策性保险、价格
险以及活体抵押贷款等融资政策，稳定恢复生猪产
量。加快推进斗门区白蕉海鲈产业园建设，促进水产
养殖健康发展，全区水产养殖面积17.73万亩，去年渔
业总产值56.69亿元，同比增长4.2%。

发展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田园综合体、休闲
农庄、农业公园等为载体，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乡村旅游目的地。斗门休闲农业产业园
核心区温室大棚建成通过验收，园内多条配套道路和
多个绿化改造提升工程、给排水工程、供电配套工程
相继完工，斗门休闲农业产业园配套逐步完善。去年

“五一”，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首期项目百草园对外试
营业，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为中国美丽乡村田园
建设提供可借鉴样本。

强化品牌效应。引导农业生产品牌化发展，提升
农业品牌效应。2021年斗门区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培育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家、省级
重点农业龙头企业2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家。培
育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个，省级“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专业镇1个、省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
3个。做好“斗门海鲈”“斗门禾虫”“斗门黄沙蚬”“斗
门重壳蟹”“斗门荔枝”等5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
工作。目前，“斗门荔枝”已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成为珠海市首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斗门区发展富民兴村特色产业

兴产业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作为斗门区今年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之一，在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果方面，斗门区将大力开展“小庭院”建设，到2022
年年底，全区五镇一街完成300个“四小园”小生态板
块打造。

《关于做好斗门区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下称《实施方案》），近
日获斗门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其
中巩固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成为重点工作
之一。

《实施方案》明确：斗门区今年将接续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强化常态化检查督促机
制。在完成村庄基础整治基础上，持续推进“创美庭
院”工作，实现村貌与庭院齐美。按“功能分区、收纳
整理、宜居改造、风景点缀”庭院建设标准，引领广大
妇女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全区打造6个不少于100
户“创美庭院”示范村，并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弘扬传
统文化、传承良好家风等创新活动载体，让“小庭院”
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发展。到2022年年底，全区五镇
一街完成约300个“四小园”小生态板块打造。在农
村地区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莲洲模式”，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年底前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覆盖率达100%，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化利用。推进美丽圩镇建设
攻坚行动，所有圩镇达到“宜居圩镇标准”。

斗门区将巩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

打造300个
“四小园”小生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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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斗门大地春意盎然、生机
勃发。在斗门镇，斗门旧街、接霞庄里人
来人往，情侣相伴畅快玩；在莲洲镇，岭南
大地田园综合体内游人如织，亲子共度好
时光。

近日，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是省委、省政府适应新阶段发
展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部署，
是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全面
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探索，是新阶段广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瞄准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区的目标，依
托斗门镇和莲洲镇的产业建设基础，斗门
区将打造斗门镇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
带和莲洲镇农旅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带，串
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同步推进乡
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在斗门大地
上掀起乡村休闲旅游的新热潮。

采写：本报记者 吴梓昊
摄影：本报记者 吴梓昊 见习记者 余浩然

通讯员 斗 宣

走进莲洲镇莲江村，不远处
就能看到一家酒馆：莲江古酱。
酒馆门口放置4个褐色的大酒
坛，外墙挂着金色的葫芦。置身
其中，恍有古代酒肆之感。

酒馆不大，进门便是柜台，右
侧是一面墙绘，展现了酿酒的每
一个步骤。左侧展架上摆满了大
小不一的酒坛，客人要打酒的话，
老板就用长把儿的木制提斗，把
酒舀出来。“开轩面场圃，把酒话
桑麻。”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把酒言
欢，乃人生一大乐事。

酒馆附近是村民陈玉莲的
“巷子面馆”。原木的桌椅、复古
的吊灯，还原了上个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乡镇风格，青砖灰瓦，古
香古色。“以前这里是村里的一
处废弃猪栏，经过村委会的盘活
改造，变成了现在的面馆；还有
专门的公司为我们免费授课培
训，学习制作、服务接待，家门口
赚钱不用愁了。”陈玉莲说，开店
试业期间，不少游客都会进来点
上一碗云吞面，对地道小吃赞不
绝口。

这些颇具地方特色的“一家
一品”项目，让村民们创业增收，
也让莲江村更加充满烟火气息。

在离莲江村不远的石龙村，

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首期项目
“百草园”开业已满一年。一年
来，这里让不少游客留下了充满
欢声笑语的温馨记忆，让孩子们
在乡村的田野中回归大自然、体
验成长，也让当地的村民有了增
收致富的好机会。

面色黝黑、双手粗糙，27岁
的石龙村村民朱文乐已经在外打
工多年，受够了漂泊之苦。一年
前岭南大地开业，朱文乐迫不及
待地前来应聘。如今，他已经成
长为岭南大地的骨干员工，负责
园区物资采购和户外设备管理。

“我现在每月工资5000元左
右，吃住全包。2019年后村里又
有了分红，我父母、姐姐每人10
股，我和妻子都不满30岁各分得
6股，一年下来一家人仅分红就
有8万多元。”说这话时，朱文乐
眸子里都是光亮。他说这几年装
修了房子，买了车子，还有一个可
爱的女儿，日子越过越红火。

岭南大地、十里莲江、停云小
镇、莲江村“一家一品”等在城
市近郊依次铺开，美丽乡村连线
成片，“带”动乡村旅游方兴未艾。

依托产业建设基础，按照“串
珠成链，由链成带”的指导思想，
结合片区优势和特色资源，莲洲

镇将以“国家农业公园”和全国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
建为抓手，建设农旅融合乡村振
兴示范带。

按照项目规划，莲洲镇农旅
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将以农业
景观、农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农
业技术及其支撑设施、农业文化
及其物化形态等为核心吸引物，
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
具有游憩、观赏、环境保护等公
园一般属性的新型农业旅游园
区。

在功能布局上，莲洲镇农旅
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带将形成“一
环五片区”的发展格局，重点以多
样化的交通方式构建起特色旅游
交通环线这“一环”，包括探索以
稻田火车打造田园休闲体验交通
环线、以水上游船打造莲溪水乡
体验交通环线等。而“五片区”主
要包括：大沙·三产融合示范体验
片区，东安·特色民俗发展示范片
区，休闲旅游体验片区，北部新
城·产城融合服务片区，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片区。

在农旅融合上持续发力，推
动实现农民更富、市民更乐，斗门
人自然收获更多获得感与幸福
感。

农旅融合：

实现农民更富市民更乐

夕阳洒向斗门镇大濠冲村。

接霞庄散发着浓郁的明清民俗古韵。

莲洲镇东湾村内，乌紫红亮的葡萄挂满枝头。

岭南大地田园综合体备受游客喜爱。

莲洲镇獭山村开展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