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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居琼岛!却放眼全国"他曾是政府官
员!现在却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他
学术成果丰硕!却离不开#改革$二字% 他!就
是被誉为改革智囊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
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
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迟福林%

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迟福林作了题为)推进新阶段改
革的三点建议*的发言!成为我省建省以来第
二位走上全国政协大会主席台发言的政协委
员% 也在今年!他十几年来致力推动的建设海
南国际旅游岛终于对决策层起到影响! 并形

成了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方案建
议% 但当得知自己获得海南日报与南海网联
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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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闻人物评选提名时!这
位严谨&慎行的学者颇感意外% 当记者告诉他
同时获得提名的人物中有数位都来自基层
时!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

年!迟福林第一次踏上海南岛!他很
快就被眼前这片充满春意的土地所吸引!在
海南一呆就是

!"

多年%

他长期坚持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笔和主持向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提交
#"

余份
政策建议报告% 他提出的建设海南特别关税
区&洋浦自由工业港区&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推进南海开发战略等政策建议有些已经
被采纳实践! 有些继续成为我省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推进目标% 今年

'

月!他被省委宣传
部等部门联合授予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年理论工作突出贡献个人$荣誉称号%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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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职能$产生反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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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危机期间
主持+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课题"从

(%%-

年代初主持海南特区+企
业股份制改革$研究!到当下形成)推进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建议(%

!(

本学术专
著&

'&

份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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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研究论文! 让这
位海南学者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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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迟福林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
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 +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
+全国五个一工程$ 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
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奖项%

!"

多年过去了!迟福林与海南的这份情感
日渐浓烈! 难以割舍!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
里!有我喜欢的青山绿水!更有我愿意为之奋斗
的事业% 尽管这

!"

年间时有坎坷和失落!但更
多的是希望与追求!是不懈的努力, -

本报记者 魏如松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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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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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这里!有我喜欢的青山绿水!更有我愿

意为之奋斗的事业"尽管这
!"

年间时有坎

坷和失落!但更多的是希望与追求!是不懈

的努力# ###迟福林

迟福林$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受聘为文昌中学荣誉校长的航天英雄杨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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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文昌人民中
间又多了位新成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少将级副主任&航天英雄杨利伟% 当
天!他被授予文昌荣誉市民!同时被聘为
文昌中学荣誉校长%

今天!当记者在电话里告知他已获得
海南日报和南海网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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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新闻
人物评选提名时!杨利伟向本报评委会表
示感谢%他说.+感谢海南乡亲对祖国航天
事业的支持!对航天人的关注&关心和关
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多次到过海南!参
加过海南举办的许多活动%确实很喜欢海
南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尤其是这里朴
实热情的人们% 祝大家生活快乐!幸福健

康, 作为海南的一分子!航天城就是我的
家!我将继续尽自己所能!为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特别是文昌航天城的建设做出自
己的努力和贡献%我也愿意有更多机会重
返海南!与乡亲们见面% 衷心感谢海南媒
体的朋友对航天事业和航天精神的大力
宣传% $

一方面是性格坚毅沉稳&颇识大体的
少将!一方面是谦逊而随和的智者!杨利
伟很有人格魅力% 今年

((

月的文昌之行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按说一个县级市的
荣誉市民和中学的荣誉校长!也许不会为
他增添更多的光彩!可他却很快就进入了
角色%

+作为航天员!文昌航天城就是我们
的家% $

文昌新市民杨利伟坦诚!自己非常喜
爱海南岛和文昌市!喜欢这里+椰林的摇
曳!海风的轻拂$%他还知道文昌从设紫贝
县开始!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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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历史%他说这里民
风朴实!坚信将来航天人能迅速融入当地
社会%

杨利伟还为文昌发展提了很多建议%

他说文昌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学习借
鉴很多已有发射基地经验的基础上!建设
新的航天发射场%文昌要抓住航天城建设
契机!加强航天系统与当地的交流!以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现在随着航天科技的进
步!有很多的航天技术民用化!在其转化
过程中!如果利用得好!能给文昌带来更
多发展优势%

+希望青少年朋友!任何一件事情都
能从基础做起%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国
家&民族有用的成员% $作为校长!杨利伟
对文中乃至整个海南的青少年都有着凝
重的期望%

在出席会议发言时!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杨利伟神情肃穆!似乎很难接近!

其实不然% 两天里!每当稍有机会就会有
人冲上去!拿着各种各样的道具!围着杨
利伟合影& 签字留念! 每次他都来者不
拒!不管是名人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成
年人还是中小学生! 他都不急不躁地为
每个人签名!甘当每个人的+摄影道具$%

尤其是一次采访活动结束后! 文昌有人
抱来几十本文中校庆画册! 又大又厚又
沉% 杨利伟二话不说!立刻接过画册!一
一签字%

对于绝大部分文昌市民而言!如此近

距离地见到杨利伟!只在今年的海南欢乐
节上% 虽然总共只有两天时间!但两天来
他的表现却开始折服周边所有人%

本报记者 单憬岗 谭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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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圣火内地传递首棒火炬手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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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奥运帆板冠军殷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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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区&海南人爱心直通车'车主

包庆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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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镜头记录抗震救灾的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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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南的&灾区救护神'郑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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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灾一线显身手的海口特警温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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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海南省旅游顾问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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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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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研究专家何传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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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海南乡亲对祖国航天事

业的支持 !对航天人的关注 $关心

和关爱"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多次

到过海南 ! 参加过海南举办的许

多活动 " 确实很喜欢海南的风土

人情 $自然景观!尤其是这里朴实

热情的人们 "祝大家生活快乐!幸

福健康 %作为海南的一分子!航天

城就是我的家 ! 我将继续尽自己

所能 !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

是文昌航天城的建设做出自己的

努力和贡献 " 我也愿意有更多机

会重返海南 !与乡亲们见面 "衷心

感谢海南媒体的朋友对航天事业

和航天精神的大力宣传"

###杨利伟

杨利伟$ 本报记者 林萌 摄

一直以为海南是个没有四季变化的
岛屿!绿色是这里植物永恒的颜色% 然而!

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五指山的枫叶悄悄地
红了!又落了!年复一年%

直到摄影家将那些火红的叶&优雅的
蕨&油画一样的风景用照片真实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时!大家或许才心生感叹.+原来
海南也有秋天! 原来海南的森林这么生
动&这么美, $

钱捍%

用心和拍摄的植物交流

钱捍!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大众
报业集团培训总监!痴迷于海南植物摄影的
他今年已经是三下海南了%钱捍喜欢将镜头
对准那些+毫不起眼$的植物!甚至只是植物
的一小部分.几片树叶!一小簇花蕊% 然而!

在光影的作用下!这些小小植物好像穿上了
别致的新衣服!拥有了惊心动魄的美.两张
红叶在枝头偎依! 像一对含情脉脉的恋人"

蕨类植物细臂舒展!优雅地打着卷儿!仿佛
是无声的音符//

+第一次爬五指山我就被震住了!那
里没地方吃饭喝水&没有像样的路!甚至
很难看到几个人% 这样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最难得&最有魅力!所以今天的保护才是
最伟大的开发% -钱捍说%

在谈到为何将镜头对准那些微观的
植物时!钱捍说!现代人一般都习惯看面
上的东西!难以真正和自然对话% 其实!每
一片树叶&每一朵花都是有生命的!它们
用自己的形态和颜色与我们交流!只要你
用心去欣赏它! 就能发现它们用独特的美
向我们表达一些情感!有温馨!有沧桑!有坚
韧!有优雅%

+这次我在五指山待了
/

天!在山里
我几乎没讲过话% 然而!又好像讲了很多
话! 因为我仿佛在与我拍摄的植物对话&

交流% -钱捍说%

他接着说!作为摄影记者!他有责任
将自然的美捕捉下来! 让更多人了解!只
有人们欣赏& 喜爱自然中的每一片树叶&

每一朵花! 才可能从心底里去爱护它!珍
惜自然%

李幸璜%

要有张家界开放式的视野

李幸璜!海南日报摄影记者!近日他
在五指山拍摄了很多美丽的照片!其中大

部分是不为人知的+枫景-%

满眼都是森林丰富的层次与色彩!一
波接一波!就算同一种枫树!也会同时呈
现四种不同的形态!有绿色的!有泛黄的!

有火红的!还有掉光了叶子露出树枝优美
的体态的% +太美了!不仅空气纯净!似乎
连心灵都得到净化% -李幸璜兴奋地描述
着在五指山采风时看到的美景% +这些0枫

景1其实每年都有 !只是以前没有很好
地挖掘 &展示出来 !很多人不知道 % -他
说 %

李幸璜还告诉我一个小故事 % 他到
张家界游玩 !刚到售门票的地方 !负责
接待的旅行社工作人员就一把把他拉
进去!说不要钱 % 因为 !张家界的美就是
通过摄影师的大量照片被人所知 !逐渐
打开了名气 % 所以张家界对媒体记者 !

尤其是摄影记者非常欢迎 !连地方摄影
协会会员!也可以凭会员证免费进入 %

此外!张家界的普通农民也有了图片意
识!一天给

'"

元左右导游费!他会带你去拍
摄景点最佳的位置!并且还会告诉你什么时
候去最合适% +海南开发旅游景点!可以借鉴
张家界的模式% 这种开放式的视野!相信会
吸引更多人来海南% -李幸璜说%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世上万
物皆有情!小小的五指山红叶带给我们更
多的思索% 那凝固在图片上的一瞬!撞到
心底便是永恒%

本报记者 周元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五指山多姿多彩的绿色植物$ 钱捍 摄

冬季看红叶独具特色)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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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
$!

月
$'

日电 &记者于

伟慧 特约记者尹秋艳' 许多人都知道北
京的香山红叶!但未必知道在海南岛的五
指山!也能领略到漫山红叶的壮观景色%

五指山是否能像香山那样!每年举办
一次五指山红叶节呢2 今天!记者采访了
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大家认为.冬季看
红叶独具特色!五指山红叶节如果能够打
造成功!将成为中部旅游新卖点%

+冬季来到五指山!欣赏到红叶染红
的山和被红叶映红的水!这在全国都是别
样风景% 如果能打造五指山红叶节!想法

是一种创意!打造是一种惬意!感受是一
种诗意% $提到举办五指山红叶节!省旅游
局规划处处长冯文海这样说到%

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时!走进
五指山看红叶 ! 的确是一种惬意与诗
意!资深旅游策划专家杨哲昆说 .+打造
五指山红叶节 !将点燃中部地区旅游火
焰% $

杨哲昆说.+随着海南旅游的精品化&

深入化! 中部旅游该进入大局之中了!五
指山红叶在这个时期推出!天时&地利&人
和!但如何点燃中部旅游!要找到一个引

爆点! 五指山红叶品牌若能打造成功!无
疑是最大的亮点!最强的引爆点% $

+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

相思枫叶丹% $五指山红叶刚刚走出深闺!

就引来了大批游客% 今天下午!来自北京
的孙先生在五指山欣赏枫叶时!随口而出
这句诗歌%

孙先生说!自己每年都会到香山看红
叶! 但是这次来五指山恰逢枫叶傲霜骄
紫!则是另外一番感受!而提到五指山的
红叶节 !孙先生说 !如果举办 !一定很有
特色%

在海南从事导游工作
("

年的龚志真
说.+很多游客来海南!都希望去五指山看
看!但之前的卖点单一!如果把红叶品牌
打造起来!增加五指山旅游卖点 !对游客
的吸引力更大% $

+目前有香山红叶节!巫山红叶节等
等!五指山红叶节不能简单的重复!不是
节日的复制! 而是中部生态游的一个品
牌!让红叶节吸引大批客人!同时融入黎
苗文化!相信这个节日能成功!很具有市
场竞争力$! 康泰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张
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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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五指山)海南原来也有如此富有北方风情的美景$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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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山路线

自驾海口游客(自驾车沿海榆中线海口

至三亚方向!穿过五指山市区!奔水满乡方

向)

自驾三亚游客(自驾车沿海榆中线三亚

至海口方向!即将进入五指山市区右转奔水

满乡方向*

散客(各地可以乘五指山班车!抵达后

向五指山市旅游局办公室报名!费用统一收

取!统一安排游览活动和食宿) 五指山市旅

游局报名电话(

"#$#%#&&!'"!'

)

提示(此路段山高弯多!司机开车需谨

慎)

!二"观看地点及线路

+冬季到五指山看红叶 , 活动内容包

括(观赏五指山红叶-参观五指山的景区景

点$体验五指山峡谷漂流的精彩$登山探险

及沿水满村...竹满景区...德满景区红

叶核心区域开展莽原徒步探险观赏活动)

/冬季到五指山看红叶0最佳地点(南水路

水满乡境内路段-水满观山点-竹满景区-雅宾

景区)

(

线 ( 南水线1..水满乡...水满

村...热带雨林风景区 &观山点'...竹满

景区...德满景区) &在水满园酒店或五指

山寨用餐!住宿一晚')

)

线 ( 南水线...水满 乡...水 满

村...热带雨林风景区 &观山点'...竹满

景区...德满景区...初保原始黎村) &中

餐在水满园酒店或五指山寨用餐!如需住宿

一晚!可在五指山大峡谷景区用晚餐')

*

线(登五指山

!三"观看注意事项

由于五指山腹地温度较低!在前往观赏

枫叶时!需备足防寒衣物)

五指山地区生态保持良好!个别路段会

有山蚂蝗潜伏!需做好防护工作!防止蚂蝗

叮咬)

拍摄红叶的最佳时间为上午九点至下

午四点)

为确保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前往五指

山观赏枫叶时!最好找一名导游或护林员领

路!以免迷路)

观看途中!遇到麻烦!可拨打热线(五指

山市旅游局&电话(

"#$#%#&&!'"!'

'-共青团

五指山市委&电话(

"#$#%#&&!!+!,

'或五指

山市水满乡政府&电话(

"#$#%#&--""&&

')

!于伟慧 尹秋艳"

GHI,"JKBCDLMNAOPQR@STUVAWXYYY

ABACD EFGHI

冬季到五指山看红叶

红叶也需绿叶衬$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