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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台风 "韦森
特#影响逐渐减弱$ !"日%我省赴南沙捕捞
船队离开南沙群岛美济礁%结束南沙海域捕
捞作业%启航返回三亚$

下午 #$时 %"分时许% 捕捞船队解缆启
航%有序驶出美济礁礁门%踏上返程$我省赴南
沙捕捞船队自本月 #!日从三亚出发后一路向
南%%&艘渔船历经 #'天行程 #&&&多海里%先
后抵达南沙群岛永暑礁&渚碧礁&美济礁$此次

捕捞作业标志着我省渔民专业化&组织化开发
三沙渔业资源迈出坚实的步伐$

随船出行的三亚榆丰渔业专业合作社
主任黄秀程说'"这次捕捞船队的渔船为
将来到南沙捕捞生产积累更多宝贵经
验$ (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省海域面积广阔% 渔业资源相当丰富%

这次渔业企业&合作社&渔民三方组织的
捕捞活动意义重大%是一次转变渔业发展
方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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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总
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月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中央直属机关&中央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
热烈反响$大家在学习中纷纷表示%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增强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
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后%中央直
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纷纷通过
各种形式认真学习&广泛讨论&深入交流$大
家认为%讲话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政治高度和宽广视野%精辟分析了我国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阐述了事关党和
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
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对
于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满怀信心地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WX

!'

Y$

"IJKLMNOP:Q

RSTUVWXY

Z[\]^GH

"#_`

%

)

"$

*a

)

#$./ ()

*01

!今天上午%省政协在省博物馆举办
了*海南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预展活动%共
展出 #&位海南当代画家的 (&幅精品力作$

省政协主席于迅观看画展$

据了解% 省政协将于今年 )月在北京
全国政协礼堂举办 *海南当代国画优秀作
品展(活动%旨在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平台%

更好地团结&宣传&推广和推介海南优秀国
画家$

参加本次画展的 #& 位书画家分别是
曾祥熙&吴东民&邓子芳&陈茂叶&蔡於良&

乔德龙&黄文琦&阮江华&张华忠&齐英石$

参展画作具有强烈的海南地域风格%椰风
海韵&黎村苗寨&黎族织女&红树林等海南
元素屡屡被书画家选用%另外%从创作技
法上看% 参展画作既有工整细致的线描%

也有大笔写意泼墨技法%风格多变%不拘
一格$

于迅在观看预展时强调%书画艺术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丰富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

要以这次画展为契机%扩大海南书画艺术的
影响%提升海南书画艺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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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保铭在省博物馆参观庆祝三沙市成立大型
图片展后% 与省宣传文化教育系统的负责
人交谈时指出'*伟大的时代% 应当有伟大
的作品$ 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海南大特区的
拼搏%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去讴歌$ 我们
要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

走出博物馆时%罗保铭指出%+西沙%我可
爱的家乡, 的动人旋律% 仍在冲击大家的耳
膜$ 他说文化是软实力%文化也是生产力$ 我

们过去有+红色娘子军,+永远的邀请,等经典
文艺作品% 今天我们更应打造出更多更好脍
灸人口的文艺精品$

离开省博物馆时% 罗保铭回头问随行
人员%*你们听了最近两首关于三沙的歌曲
没有- (

罗保铭说的这两首歌曲是 +我的南海
我的爱,和+爱南海爱三沙,%这两首歌都是
为庆祝三沙市成立而专门创作的$ 罗保铭
评价这两首歌*非常好听($

*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关键时期%

在设立三沙市的重要节点% 需要几首以海
南&大海和三沙为主题%群众喜闻乐见的歌
曲%成为海南新时期的标志性歌曲$ (

一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久弥新%

使海南的红色文化在全国独树一帜$ 一曲
+永远的邀请,唱遍大江南北%使海南的椰
风海韵人人向往$ *酒香不怕巷子深$ (罗保
铭举+红色娘子军,和+永远的邀请,为例指
出%经典的作品%富有影响力和生命力%容
易被大家传诵%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这
就是文化软实力%也是文化影响力$ (

罗保铭叮嘱在场的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文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的负
责人%要以创造性的思维%花更大的精力&投
入更多的力量%着力打造文化精品%增强海
南的文化软实力$相关部门可邀请全国著名
的散文家到海南采风% 创作出反映海南&宣
传海南的优秀散文作品$ *如果能征集到经
典的作品%甚至可以选进中小学教材$ (

*一定要打造出高水平的&有标志性的%

能够广为传诵&久传不衰的文化精品%才能无
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罗保铭最后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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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背景%蓝色的地毯%用气球装扮
的蓝色波浪%一幅幅蓝色大海的写真照片%

使省博物馆变成了一个蓝色的世界$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罗保铭来到这里% 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由
省委宣传部& 三沙市委市政府和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美丽的三沙%我可爱
的家乡(庆祝三沙市成立大型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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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
闪耀着光芒..(+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
旋律在大厅里回荡$

海水湛蓝%浪花飞扬%白云起舞$ 进入
展区%迎面是 "幅三沙市海岛的画面$

*这是什么岛- (罗保铭指着一幅照片
问$ *赵述岛$ (讲解员回答道$

*这张我能看出来%是西沙永兴岛$ (罗
保铭对着中间的一幅照片说$

位于大厅的图片展分 "个部分% 以一
个个纪实的镜头%分别讲述三沙历史&三沙
建设&三沙自然&三沙人文和三沙经济$ 既
有泛黄的黑白老照片% 也有刚拍摄不久的
新作品%既有特写的小细节%也有航拍的大
场景$

罗保铭依次观看%不时驻足点评%或与
随同人员交流$

看到*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这一照
片时%罗保铭感慨地说%*这个碑可是国宝$ (

在永兴岛上的法国炮楼& 日本炮楼图
片前%省文体厅负责人介绍%正着手对这两
处遗址进行修缮$ 罗保铭叮嘱道%*修旧一
定要如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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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因为与人的亲密接触%而具有了
灵性$

千百年来% 海南岛的渔民祖祖辈辈在
南海诸岛航行捕鱼%他们以海为生%以岛为
家%用勤劳与智慧观察&记录&探索&研究大
海$ 图片展生动地展示了三沙的人文$

在一组反映渔民生活的画面前% 罗保
铭看得很仔细$ *这鱼可真大$ (他指着一张
渔民捕鱼的照片说$

交通设施板块的画面中% 从 *琼沙 #

号(&*琼沙 !号(到*琼沙 %号(%反映出往
返永兴岛的轮渡条件不断改善$ *这可是
生命之舟$ (曾坐过*琼沙 %号(的罗保铭
对交通于海岛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他说%

随着三沙市的设立%*交通条件会越来越
好($

当看到反映边陲岛屿自然条件的照片
时% 罗保铭感叹道%*在祖国南海站岗放哨
的战士们非常的艰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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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蓝&深蓝&绿蓝&晶莹的蓝..在摄
影师的镜头下%祖国的蓝色国土多姿多彩%

如诗如画&如梦如幻$ 一号展馆内%是图片
展的第六部分*三沙风光(%也是最具观赏
性的内容$

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的西南中沙群岛
海域%具有海面阔&岛礁多&海岛小&礁环大
的特殊旅游景观$ 图片显示%三沙的景观既
有静态%又多动感%既有岛上%又有水下$ 空
中鸟瞰%满目万顷碧波%渔帆点点/航行海
上%但见鱼跃鸟翔%岛洲片片$

*拍得真好%像油画一样$ (罗保铭在欣
赏一张反映海上日落& 渔舟唱晚的风光照
时赞叹道$

*三沙市的岛礁面积不大%但海域面积
达 !&&万平方公里$ (罗保铭指出%我们拥
有广袤的蓝色国土%不但要认识大海&了解
大海% 还要树立蓝色国土意识%*这个图片
展办得很及时%也很有价值$ (

罗保铭对省教育厅负责人说%可以组织
青少年学生来参观% 让他们了解海洋知识%

增强海洋意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
的孩子自小有蓝色国土意识%这是一件很有
意义&也很有必要事情$ (罗保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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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号展馆% 一处正在播放的视频引
起了罗保铭的浓厚兴趣% 他仔细地询问了
这段视频资料的情况%*谁拍的- (*有多
长- (*主要有哪些内容- (工作人员介绍%这
是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拍摄的+西

沙行,专题$

罗保铭由此提出% 海南进一步宣传南
海% 宣传三沙市% 需要有一部精彩的专题
片$ *既从空中看%也从海底看/既有历史也
有现在/不仅有自然%还有人文$ (他指出%

专题片一定要组织专业的人才% 创作一个
好脚本% 使拍出的片子兼具观赏性& 人文
性&趣味性$

*海的文章大得很%海的历史&海的文化&

海的科技&海的产业&海的发展%都有文章可
做$ (罗保铭现场指示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

省文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的负责人%

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做足海文章%宣传美丽
三沙%为普及海洋文化%强化人们海洋国土意
识%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作出积极贡献$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阳陪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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