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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流行语的数十个选题中! 我选
择了 "琼沙号#$"琼州一号%$"海南岛自由
贸易区%这

!

个词条!因为它们都是我曾经
触摸过的!为我所熟悉的&

"##$

年
%

月!我大学毕业回四川老家!乘
坐"琼州一号%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对岸的海安
港!模糊记得那时的船票售价

"&

元!船分上下
两层!船上有电视看'

'$$(

年!我参加海南首
次西沙北部湾编队巡航!抵达西沙时!巧遇正
好停靠在西沙永兴码头的"琼沙

!

号%!并跟随
海南海事局执法人员登船开展执法检查& 那
时!"琼沙

!

号%接替"琼沙
'

号%上岗不久&

虽然这些词条一度为我所触摸!但在采
访中!却通过当事人之口!发掘出了一些鲜为
人知的历史和更加无人知晓的现状& 比如"琼
沙号%已历经三代!它最初是

"#%(

年由病重

中的周恩来总理批准建造的!而且此后的"琼
沙

'

号%$"琼沙
!

号%都以"琼沙
"

号%为母型
设计建造& 但令人遗憾的是!"琼沙

"

号%这艘
曾为海南本岛与西沙群岛之间交通往来贡献
卓越的船舶! 最终被拍卖至浙江成为一条旅
游船'而我当初乘坐"琼州一号%时!绝对没有
想到这艘船也是共和国副总理田纪云乘坐过
的!但"琼州一号%这条海南历史上第一艘高
速豪华客船!曾经把许多怀着"闯海%梦想的
年轻人送上岸! 在其退出航线后几经转手拍
卖!最后下落不明& 在写(琼沙号)永不停歇的
*生命之舟%+$(琼州一号)曾送共和国副总理
上岛+这两篇稿子时!我曾痛心地想!海南作
为一个海洋大省! 应该有一些超前的眼光和
宽广的胸怀!对于一些已经停止服役$退出航
线! 但又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
献$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船舶应该留下来!为它
们建成一所博物馆! 让后人一睹海南海洋大
省的成长历程!不应该让这些船流落异乡&

如果说写*琼沙号%和*琼州一号%让我
痛心!那么*海南岛自由贸易区%则给了我
很多美好的梦& (自由贸易区)海南开放富
强的宏大构想+!通过采访!我了解到!我省
已着手采取具体应对措施积极准备建立自
由贸易区! 包括开展海南岛自由贸易区的
课题研究$建设国际旅游岛$洋浦保税港区
等& 在自由贸易区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

自由旅游$自由购物$自由留学的框架下!

相信若干年后海南会成为何传启所描绘的
*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

到那时!我相信*海南岛%将是一个魅力
非凡$历久不衰的流行语,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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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南流行语$采编人员报道感言

在采写流行语之前!我已很久没采访了&

当编辑久了!没有深入采访第一线!对
许多事物缺少敏感!多了惰性!少了写作热
情& 当接到采写流行语宝岛餐厅的任务时!

便有点不以为然)一个早就倒闭的快餐厅!

能有什么故事呢- 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自以
为普通不过的采访!让我感慨良多&

生活在当下的海口! 满街的餐馆经常
让人无从选择& 没想到

"#&$

年代初的海
口! 快餐厅却是稀罕的新鲜事物& 当

"#&$

年代初港商陈国清的宝岛餐厅在大同路开
张时!报纸登消息!市民争相光顾!竟然还
排队等座位!餐厅从早到晚都热闹非凡!门
前的灯箱成了大同路的标志&

这种情景! 我并没有亲见! 也很难想
像 & 当这一切从老海口人嘴中娓娓道来
时!实在很令我疑惑)这是真的么- 一家快

餐厅怎能有那样的魅力呢- 我想像着那盛
况一时的情景! 但实在很难在脑海中绘出
当时的情境' 当老海口人津津乐道宝岛餐
厅的那杯茶$那份饭时!更是让我百思不得
其解)又不是山珍海味!何以余味无穷呢-

随着采访深入!我终于明白!只因为它出现
在

"#&$

年代初的海口! 在那个物资匮乏$

相对封闭的年代! 第一家带着港味的快餐
厅便有了神奇的魔力! 所以才有了老海口
人嚼之难忘的滋味&

同样在
"#&$

年代初开业的露莎餐厅!

也曾经有过和宝岛餐厅一样的辉煌历史&

与宝岛餐厅不同的是!露莎餐厅还在坚持&

两家老餐厅的故事! 仿佛在我眼前打
开了一扇时间之窗! 让我看到了海口流逝
的

'$

多年&

改革开放前! 海口的个体饮食业才
)

户!而到今天!已达
'$$$

多户!其发展速度
堪称突飞猛进& 全海口唯一亮着灯箱开着
空调的宝岛餐厅!已经成了历史!遍布大街
小巷的

'$$$

多家餐饮企业!把四海美味$八
方佳肴!散布在海口的每个角落里& 市民的
餐桌太丰富了!选择太多了!人们下馆子吃
饭!不再是为*解馋%!而是为了吃风味$吃特
色$吃情调& 再也没有哪家餐馆可以傲视海
口$一家独大!也没哪家餐厅!可以骄傲地成
为流行语! 倒是此起彼伏的倒闭和开张!无
言诉说餐饮业的惨烈竞争&

流行语报道虽然结束了!但这
!$

年曾
经流行而又消逝的事物! 定然又勾起了人
们的回忆和感慨& 而在一声声唏嘘中!社会
发展的车轮!早已飞奔向前& 我们怀旧!但
同时也做好准备!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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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在纪念改革开放
)*

周年的伟大日子里%由海南日报&南海网共同推出的'海南流行语(评

选投票昨天结束%明天将揭晓评选出的
)*

条海南流行语%以作为我们对海南改革开放
)*

年

的纪念和献礼) 今天%我们特刊发一组#流行语(采编人员的报道感言%这些记者&编辑只是#流

行语(报道队伍中的部分代表%这些人生于
$+'*

年代&

$+%*

年代&

$+#*

年代%他们成长的岁

月%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 透过他们的视角&感悟%有助读者更深入全面了解#流行

语(产生台前幕后的故事%感受改革开放
)*

年的社会变迁%感受海南日新月异的巨变) 改革开

放方兴未艾%让我们一起与改革开放同行吧*

一个时代的流行语! 就是浓缩了这个
时代的符号& 在采访那些当年的流行语的
创造者$亲历者时!不少人一开始往往很惊
讶) 现在居然还会有人对那些陈年往事感
兴趣- 省中旅的珠姐从香港游

"#&$

年代一
启动就开始负责这项业务! 跟随着她的讲
述!又让我们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眼
中那个神秘的香港& 大家从那个灯红酒绿
的*花花世界%!大包小包都搬回了国内稀
罕的大彩电$录音机..

在挖掘这些流行语故事的同时! 也让
我们重新解读时代的发展& 如今!海南岛服

已经成为上岛游客必备的*旅游工作服%!但
在当时!国内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凯莱酒
店!却因为大堂没有空调!员工穿着这种花
花绿绿的衬衫!差点失去了评星的资格&

现在!度假休闲已渐渐被更多国人接受!

在中国的度假天堂亚龙湾! 世界知名的度假
酒店品牌在这里一字排开!敞开的大堂!不远
处蔚蓝的大海就是最美的背景'酒店里!穿着
花花绿绿岛服的服务生在游客间来回穿梭!

大家尽情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同时代的流行语! 串起了这个时代
的发展& 建省前!没有知名度的海南岛打出
了*东方夏威夷%的口号!希望借助夏威夷
之名扬自己之名'

"##$

年代初!为了让更多
的游客了解海南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海
南岛打出了第一个原创旅游口号 *椰风海
韵醉游人%'

"##$

年代中期!借助
"##(

年中
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在亚龙湾举行! 海南
开始推出*度假休闲在海南%新口号!并逐
渐发展到现在的*阳光海南!度假天堂%新
主题'

'$$!

年非典之后!海南及时抓住无疫
岛机遇!推出 *海南岛!健康岛 %旅游新主
题!推出一系列健康休闲游产品'在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

周年之际!海南又为自己
构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建设国际旅游岛&

!$

年流行语! 见证着
!$

年改革开放&

不少流行语的亲历者说! 借助流行语来展
现这个时代的发展!能够见人见事又见物!

的确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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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报社策划会听到*流行语%

的创意时!不禁叫好&

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望波澜壮阔的改革
开放

!$

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

年- 我
以为借助*流行语%引领读者重温往事!不失
为奇招&

一批本报记者受命采写 *流行语 %稿
件!起初采取*认写%的方式!即各人在列出
的长长的 *流行语单 %上 !勾出自己感兴趣
的词条&

我*认写%的第一个词条是*盲流%& 和许
多人一样! 我也曾这样称呼过进城务工农
民!也曾递上一二张十元钞票招呼他们搬这
搬那& 干上记者后!我更知道这个群体生存
之不易&

找一个什么样的切入点写作 *盲流%这
一词条- 我找了一些书!上网查找了许多资

料& 在一个黄昏后!我忽然想起了老乡$青年
摄影家黄一鸣& 我家里有一鸣送的两本摄影
作品集)(海南往事+$(时代映像+&

翻开影集!

"#&$

年代末的许多农民工的
身影!多有表现& 于是!见报稿的开头!就是
对一鸣摄影作品的描述)*烈日下!两包水泥
重重地压在肩上!仅穿着一条短裤的农民工
浑身青筋突暴!大汗淋漓..%

写作这一词条!我想起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城里人对
农民工从起初的蔑视到逐步认同$ 尊重'我
想起海南省图书馆落成时轰动全国的*农民
工名录%'我想起农民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跻身中国工会最高议事殿堂..

于是!稿件的标题就定为)(盲流)蔑称
的终结折射社会和谐进步+&

写作 *流行语 %!需要我们用故事勾起
深埋读者心底的往事和情感& 写作 *金棕
榈 %和 *

**

机 %词条时 !我都尽可能查找更
多的资料!挖掘更丰富$更有趣的故事& 令
我欣慰的是! 确实有相当部分读者一直力
挺*流行语%!他们在来电$短信和帖子里倾
诉了情感&

写作*流行语%!需要我们站在新的高度!

来盘点部分*政治热词%&在写作*教育扶贫移
民%时!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全新的政策同时
作用于教育与扶贫!对教育工作者和老百姓
是怎样的撼动'在写作*小财政$大民生%词条
时!我们为海南省委$省政府*口袋里的钱不
多!也要想方设法解民生之困%的魄力折服&

听说*流行语%要结集出版!我自己也得
留一本& 翻阅岁月!品味历史!是件很惬意的
事情&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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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是意大利
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 当人们用语言或文
字把过往的历史事件描述或还原出来的时
候! 不可避免反映着当下人们对过去的认
识和思考! 包含着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
和总结&

我写流行语!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历
史的洗礼& 其间留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那
些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更多的是

!$

年百
姓生活中的一些普通的事物! 因为所处的
时代而浸染上与众不同的光彩&

每一条流行语之所以能深刻的留在海
南人民的记忆中! 都反映着当时深刻的时
代与社会背景& 流行语中的一些条目!只是
历史上的一个商家或者一种产品!比如*望

海楼%$*

+,

城%$*宝岛餐厅%$*金棕榈电影
院%..对于像我这样的后来者来说!这些
已经改变$ 衰落甚至消失的名字也许是普
普通通的!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海口
人来说!却包含着最深切的情感和回忆!也
是对时代的回忆!对历史的记取&

渐渐地发现! 像这样的流行语大多数
都集中在建省前后! 集中在那个海南由封
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变时代&

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小小的事物! 如果偶然
或必然的刻上时代的烙印! 就会成为那段
历史的一个象征& 比如 *

+,

城%$*宝岛餐
厅%$*金棕榈电影院%! 都反映着从物质文
化生活匮乏到丰富的历史之变& 更奇妙的
是一家小小的*台湾小吃城%!因为处在那
个时代!处在*十万人才过海峡%的第一站!

成为思想风云际会的*左岸%!在许多人的
脑海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不管成
功或失败!现在在不在海南 !都拥有了一
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一位受访者曾这样
对我感慨& 从中!我感受到历史对于当代
的魅力!包括我写流行语的意义所在& 多
数人共同评选出的流行语!已经足以表白
公众的集体记忆&

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对于克罗齐的论
断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
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
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
认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行语不仅仅
照见过往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更是测
试当代社会心理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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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海南流行语%的报道后!我有一种
重温历史的感觉!每采写一句流行语!就像
在脑海中回放一部经典的电影!让人思绪连
绵!感叹万千&

采访流行语*望海楼%!感受到建省初期
当时人们消费的*疯狂%劲!而采写*椰子节%

流行语! 则感受到房地产投资的盲目性!对
当时海南房地产泡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采写*椰子节%流行语时!却意外发现!

"##!

年
)

月的(海南日报+合订本比
"##'

年
)

月的合订本差不多厚了一倍& 略感惊讶之
余!不由翻开

"##!

年
)

月的(海南日报+合
订本仔细查看起来!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
"##!

年
)

月大量的广告版面把合订本 *撑
厚%了& 一页页地翻看这些广告版面!发现差

不多整版整版大方*撒钱%的多是房地产开
发企业&

在*椰子节%刚举办的前几届!海南经济
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期!大批企业纷纷涌入海
南& 为了能在*椰子节%这样一个国际大型活
动中展现自己的精神风貌!许多企业!尤其
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赞助*椰子节%的举
办!提升企业知名度!不惜掷重金打广告&

"##'

年! 海南房地产投资比
"##"

年同
比增加

""%!

!而
"##!

年房地产投资比
"##'

年又增加了
"')!

!连续两年的不正常高速增
长!整个房地产行业充斥着大量泡沫&从房地
产企业赞助*椰子节%举办的热情!可以看出
当时海南房地产投资建设是多么地火热&

"##!

年下半年!随着国家加强对宏观经
济调控的力度!海南的房地产热突然来了个
大刹车!大量资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
人和企业叫苦不迭!悔之不及!不少当初通
过*炒楼花%一夜暴富的人又一夜之间倾家
荡产!甚至身陷囹圄!经历了让人永生难忘
的*蹦极%岁月&

新闻是历史最好的见证!曾经发生的新
闻已成为历史& 通过重温以前*椰子节%新闻
报道和采写*椰子节%流行语!笔者有了这样
一种体会) 平稳发展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
切盲目$激进的投资!只能带来负面效果&

记得
"##$

年时!我经过海口市龙昆南路
时!当时道路两边一片荒芜!走好远才能看到
一幢房子!路上难得一见车辆& 可如今呢!道
路两边的高楼已是密密麻麻! 路上车水马
龙& 感叹之际!只想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幸福美好了&

!本报海口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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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新进报社的记者!能有机会参
与*海南流行语%大型报道!深感兴奋与忐忑&

兴奋! 是因为可以借此机会! 系统学
习$梳理海南

!$

年的发展历程& 忐忑!则因
初来乍到! 对能否准确把握好这些历史题
材心中没底&

任务既然来了!只有尽力去做!且边学
边写吧,

-$

多天过去了!所写的
"$

多个词
条逐一与读者见面& 我也从采写流行语的
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海南

!$

年来改革进
程中的历史巨变,

改革开放
!$

年! 海南发生了哪些变
化- 建省

'$

年!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又有哪些喜人成就-带着对历史的好奇!我
与亲历者面对面! 从这些历史见证人处逐
一寻找答案!揭示历史真相&

采访海南省首任省委书记许士杰的秘

书李永春!当年老书记对海南发展三次历史
性大转变的经典概括!让我清晰了解到海南
建省前的基本状况'采访中国/海南0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迟福林!

这位被誉为改革*智囊%的学者!以其丰厚的
学术成果!为海南设计未来'采访省委党史
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这位痴心研
究海南数十年的老党史! 对当年在海南实
行计划单列!称赞有佳'采访省委党校副校
长$省行政学院院长廖逊!当年意气风发的
青年学者!痴心海南

'$

年!对如愿完成当年
所提赶上

"#&$

年代台湾的目标颇为自豪'

采访海南师范大学张兴吉教授! 其珍藏的
(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调查报告+!较早提出
了海南岛开发战略目标和构想!对随后海南
岛开发建设有很强参考价值&

-$

多天时间不算很长! 背包中的采访
本$录音笔记录着海南改革开放

!$

年的精
彩瞬间& 案头常放的(海南经济发展研究+$

(超越的探索 +$(海南纪事 +$(海南年鉴 +

..似乎又把我带回了曾经的校园&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用流行语的方式
解读改革开放

!$

年海南的巨大变化! 以党
报记者的视角考量时代变迁! 把故事化$人
物化$背景化$哲理化的报道奉献给读者!是
我在采写每篇报道中时刻提醒自己的箴言&

流行语涉及当时社会重大事件$ 现象
与时弊!时代性强!传播面广!还有什么方
式能比此更加全面$深刻地反映海南

!$

年
来的巨大变化呢- 作为一名初来海南的新
闻工作者! 感谢编辑部精心策划流行语的
报道!是它让我在了解海南!认识海南的过
程中得到提高!有所长进,

!本报海口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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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但对于海南这片
热土的了解! 从未像这一个多月知道的这
么多这么深&

这次编辑的经历! 让我对以前不太熟
悉的历史!如用好用足政策!计划单列$富
岛强兵$外引内联等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对以前知之不详的一些事件! 如外商成片
承包开发$ 琼能源股票等有了比较清晰完
整的认识'对近年来耳熟能详的*大企业进
入$ 大项目带动%$*全国人民的菜篮子%$

*文明生态村%$*陵水突围%$*国际旅游岛%

等流行语的温习! 加深了对近年来海南发
展脉络的把握&

阅读记者稿件时! 碰到那些感同身受

的流行条目!自己也会咀嚼回味!享受片刻
回忆& 比如

#("&

号台风!那年我刚毕业!还
在报社实习& 借住在校友在海口大同一横
路的单位宿舍里!大水漫上来淹了一楼!我
和校友出不去!靠接雨水煮熟了喝& 幸亏那
时宿舍里有一个小冰箱! 还有一点储存的
食物!我们才算没有饿着& 又比如烂尾楼!

大学毕业回到海口之后的五六年里! 海口
城市面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整个城市就
像是被凝固了一样&

我始终认为海南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
是根深蒂固的& 不是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
择离开家乡飘泊在外&

"##$

年代初我上东
北大学时! 同年一起去的是

""

名海南学
生& 后来我们

""

个人!除了一人读研外!其
余人全部回到海南!至今仍没有离开& 但是
随后若干年因为海南经济的不景气! 工作
机会少!海南学子不得不在他乡谋出路& 我
们东大海南校友聚会时就发现!

&&

级 $

&#

级$

#$

级$

#"

级校友大都回来了!以后校友
回来人数逐年减少!

'$$"

年左右回海南的
校友变成只有一两人&

'$$!

年以后! 随着烂尾楼一栋栋被盘
活!海南经济也逐渐走出低谷!海南进入又
好又快发展阶段& 明年!我的堂外甥女将从
内蒙古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她对我说!她一
定要回海南,

*一定要回海南, %真开心又听到这样
熟悉的话, 我相信!这不仅是一个学子的心
声,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厚厚的十二本书还摆在我的书桌一角&

看着这些书!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虽然并不是每一本都很仔细的看完!有
的仅仅蜻蜓点水般的翻了一遍&但这已是我
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看书频度最高的一次&

(海南特区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大
特区的十年变革 +$(海南经济发展研究 +$

(新海南纪事+ ..这些在平常看来有些枯
燥的书!在这一个月却看得津津有味& 如果
不是写关于*流行语%报道!很难做到这样集
中地看这些记录$研究海南历史的书籍&

我采写的报道中涉及的
%

条*流行语%!

都是起源于
"#&$

年代& 因为写这些 *流行

语%!引发了对海南历史的强烈好奇!通过查
阅资料$寻访当事人$采访专家!自己对海南
的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写*放宽政策!把经
济搞活%!才知道早在

"#&$

年!海南便拉开
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写*以开放促开发%!才
了解到在

"#&!

年! 海南便迎来了一次对外
开放的高潮'写*小政府$大社会%!才明了海
南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超前试验的历
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写*三十条%!才明白这
只维持了一个月的政策!为什么直到今天却
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很多知识都是第
一次了解!而这些在网上很难搜索到&

历史并没有被人们遗忘& 采访中!见证
历史的当事人以及记录研究历史的专家学
者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省委党校副校
长$ 省行政学院院长廖逊接受记者采访时!

手头没有任何资料!但对历史事件的具体细
节也能侃侃而谈'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研究员邢诒孔!说起*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
历史时!一直情绪高昂'海南日报原副总编
辑杨宗生!回忆起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
的特殊经历时!竟潸然泪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这些长者对海南历史的记忆之
深刻!对海南的感情之深切!令人敬佩和感动&

回看历史!品读海南!我对这片热土也
有了一种更深的情愫& 这!对工作在海南的
我无疑也是一种新的动力& 回顾历史!可以
汲取能量&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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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虹 女%

$+'*

年代生%

$++*

年进入

海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宝岛餐厅(#露莎餐

厅(#力神咖啡(#乐普生(等流行语)

范南虹 女%

$+%*

年代生%

!***

年进

入海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琼沙号(#琼州

一号(#自由贸易区(等流行语)

杨春虹 女%

$+%*

年代生%

!***

年进

入海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请到天涯海

角来(#永远的邀请(#椰风海韵醉游人 (

#国际旅游岛(等流行语)

陈成智 男%

$+%*

年代生%

$++#

年进入

海南日报社工作% 采写了 #盲流(#金棕榈(

#教育扶贫移民(#小财政大民生(等流行语)

程娇 女%

$+%*

年代生%

$++#

年进入海

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先上车后买票(#望

海楼(#五座加五座 工作加生活(#椰子节(

等流行语)

黄晓华 男%

$+%*

年代生%

!**)

年进入

海南日报社工作%采写了#特区省(#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小政府大社会(等流行语)

魏如松 男%

$+%*

年代生%

!**%

年进

入海南日报工作%采写了#用好用足政策(

#十万人才过海峡(#赶台湾(#我爱你%中

国(等流行语)

彭青林 男%

$+#*

年代生%

!**%

年进

入海南日报工作% 采写了 #

+'$#

热带风

暴(#

,-

城(#台湾小吃城(#跨海通道(等

流行语)

张惠宁 女 %

$+%*

年代生 %

$++'

年进

入海南日报社工作%负责流行语编辑工作)

本报记者 彭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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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海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