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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星村沙滩，来自四川的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高级教
练阿彪正为学员们帅气演示技
巧，只见他借着风力操作横杆以
此控制风筝上升、下降再转向，
他双脚绑在冲浪板上，手牵着被
海风吹鼓而饱满的大型风筝，在
风力推动下飞速在浪尖上滑
行。阿彪或在空中飞翔，作出转
身、腾空、翻滚、倒挂等技巧动
作。

“我从 2014年开始就接触风
筝冲浪运动，经常来平潭练习、
教授学员风筝冲浪技巧，平潭的
沙滩很适合发展水上运动。”阿
彪说，此次来岚，他第一次选择
入住平潭五星村畅海乐民宿，很
惊喜，不仅价格实惠还感受到了
浓浓的温情。

“老板李哥人很好啊，很热
情很有人情味，经常邀请我们喝
茶聊天、带我们吃平潭当地的海

鲜，领略当地特色文化，有这样
的民宿业主相信平潭旅游口碑
会越来越好。”同行的风筝冲浪
爱好者阿文附和道。

对于很多人来说，住民宿就
是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纵情于自
然之中体验乡野的情趣。平潭
五星村畅海乐民宿业主李哥深
谙此道。“五星村现在居住人口
不多，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
五星村沙滩游玩、运动，我也很

喜欢与年轻人交流，于是我退休
后就把老家翻新重修建成民宿，
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李哥一
边说一边还计划带阿彪一行人
赶海，体验不一样的乐趣。

“目前，五星村村内有 4家民
宿，大部分面向大海，环境质量
较好，希望能有更多有识之士将
目光聚焦五星村，开发创业新热
土。”平潭五星村村委会主任吴
礼财说。

夏日的岚岛，天蓝海蓝，人潮
涌动，处处彰显着国际旅游岛的生
机与活力。

2016年8月，国务院批复《平潭
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平潭成为
继海南之后获批的中国第二个国
际旅游岛。

夙夜在途，筚路蓝缕。六年
来，平潭以“现代化+原生态”的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国际旅游
岛为主线，作好“旅游文章”，积极
对标“国际范”，以国际风范、青春
时尚为主线，加快旅游发展，以田
园风光、城市生活为导向；以守护
绿水青山、发掘生态财富为共识，
打造生态家园，不断引进国际精
品体育赛事，加速朝着世界一流
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迈
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来岚考察
时的重要嘱托，在“保护生态”和

“绿色发展”这份问卷中，平潭给出
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走进幸福洋，
这里曾经是万亩沙地，如今已是林
海重重；来到长江澳，这里曾是风
口沙地，如今变成屏障层层：漫步
北部生态廊道，俯瞰一半青山一半
海，这条生态廊道途经 24 个行政
村、90 多个自然村，已成为热门旅
游路线……绿色宜居新城成为平
潭的靓丽名片。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景区档次，平潭的一批传统观光型
景区实现了“旧貌换新颜”。在南部

湾旅游度假区，游客尽情体验水上摩
托、水上飞人等项目；在海坛古城，

“泼海啤酒节”为游客带来啤酒美食、
篝火表演等盛宴……不仅如此，石牌
洋、仙人井等传统景区越变越美，游
客的旅游体验也更强了；一批游客
服务中心和旅游驿站，在旅游景
区、特色旅游村、环岛路等游客集
聚区建成，让游客更舒心。

文化添魂，把历史文化资源
“活化”成平潭的旅游资产。六年
来，平潭着力盘活古老的文化 IP，
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振兴行动方
案，启动建设南岛语族博物馆和祭
坛，规划建设壳丘头遗址公园，进
一步健全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体系，推动考古、研学、教
育、非遗和旅游一体发展。

深耕“旅游+体育”，进一步彰
显平潭的“国际范”。六年来，全国
沙滩排球巡回赛、平潭国际风筝冲
浪节、COC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
赛等一批精品体育赛事在岚成功
举办，受到海内外关注。乘着建设
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平潭还不断加
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乡村特色
游、生态廊道游、海上环岛游、全岛
智慧游等特色项目多点开花，走出
一条差异化的发展新路。

平潭浪涌千帆竞，奋楫先行正
当时。眼下，平潭将秉持以“国际风
范、青春时尚”为主线，朝着加快打
造音乐艺术欢乐岛、品牌赛事活力
岛、旅游体验舒心岛的目标迈进。

风筝冲浪运动带动五星村乡村旅游

碧海银浪金沙滩 引客留人促发展
盛夏，正是水上运动的好时节。

不久前，平潭君山片区五星村迎来一群风筝冲浪运动爱好者，在

他们看来，五星村是他们的福地，这里不仅有适合开展风筝冲浪的沙

滩，村里的特色民宿也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近日，记者走进五星村，

探访这个村子美誉频频背后的故事。

“我很爱平潭的红薯干，每次来
都要吃上一大袋，还要带很多回去。”
眼前身材健壮，手拿红薯干嚼得津津
有味的“光头哥”正是自广东的丁勇，
今年53岁的他，在去年被风筝冲浪
运动员的飒爽英姿所吸引，爱上了这
项独具魅力的水上运动，并选择平潭
作为其学习风筝冲浪的起点。

此次是丁勇第二次来岚，在他
看来，平潭的风浪条件得天独厚。
去年9月，丁勇在红岩海滨山庄学
习风筝冲浪，但因操作不当摔伤了
腿，经过几个月的修养康复后他卷
土重来。“因为想念平潭的红薯干，
加之对风筝冲浪的热爱，于是今年
我又来了。”丁勇笑着说。

因一项运动，走进一座城市，
爱上这片土地。除了学习风筝冲
浪外，此次来岚丁勇还有意外之
喜。“没想到在五星村民宿居住期

间，竟然碰上闽剧演出，我天天往
舞台那跑，看得可起劲了。”丁勇打
开话匣子。原来，丁勇与教练阿彪
一行人居住的五星村中时常有闽
剧表演，让他们十分感兴趣。

丁勇有一个习惯，每次旅居新
城市，他都会将有趣的人文风情拍
摄记录。而在岚的这段时间，丁勇
拍摄了一段长达7分钟的纪录片，
画面里，他跟随当地村民前往市
场，购买平潭当地干货，看最传统
的地方小戏，体验着最淳朴的平潭
生活。视频发布后不少平潭网友
留言：“这是老家的味道。”

“触摸着石头厝清晰的纹路，
能够感知平潭祖先的智慧，不规则
的石砌方式有一种艺术的魅力。”
丁勇说，平潭的沙滩是风筝冲浪的
圣地，而平潭的在地文化是旅人的
天堂。

浪花引客 广东汉子钟情岚岛

■融媒体记者 黄莺莺/文 林君斌/摄

平潭五星村位于君山片区，
穿行于村内街道，屋舍整齐村道
通畅，地势平坦，到处一派清新
整洁的景象。

向海而行，在五星金沙滩
上，不少穿戴着专业设备的风筝
冲浪好手在海浪中拉着绳索，熟
练地操作风筝快速前进。阿彪
说，风筝冲浪运动对风力要求较
高，平潭的风况很适合该运动的
开展，而五星金沙滩因其洁净、
海域宽阔的特点，成为了国内外
风筝冲浪爱好者的绝佳训练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际风
帆运动训练基地更是落地五星
村，为村子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据实验区文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林东明介绍，国际
风帆运动训练基地落地。不仅
对五星村建设旅游村，发展沙滩
运动旅游项目起到积极作用，对
实验区发展海洋运动，打造国际

专业赛事举办圣地、国际海洋体
育休闲旅游目的地等也有着重
大意义。

另外，五星村沙滩除了受风筝
冲浪爱好者的青睐，当地的拉网捕
捞的特色项目五星澳“岸上拉小
网”已然成为平潭旅游的一大特色
之一，游客们在此体验齐心协力拉
网捕鱼的过程与收获的喜悦，现场
捕捞的新鲜渔获还可带回加工。

在如此背景下，五星村利用
当地特色的沿海旅游产业和特
色地理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产
业，实现乡村振兴。“我对村子的
自然条件非常有信心，随着风筝
冲浪运动项目的落地，一定能够
吸引更多水上及沙滩运动的爱
好者及运动员参与其中，进一步
开发集运动、旅游、娱乐、观赏、
探险、竞技等诸多特质于一身的
帆船海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吴礼财说。

民宿留客 亲民环境塑造好口碑

乡村纳客 基地落地促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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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 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
■斯坦

丁勇（左一）操控着风筝在大海里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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