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城影市春节档佳片云集!吸引了众多观众" 图为
!

月
""

日晚!海口中影南国影城热

闹的观影人群"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

月
""

日晚!在海口市万绿园!#华灯璀璨耀椰城$大型灯展

吸引了无数市民%游客前来欣赏游玩"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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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万春会灯展昨亮灯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罗霞"今晚!海口万绿园华灯璀璨!

赏灯的人们纷至沓来" 海口万春会#华灯璀璨耀椰城$大型灯展今晚
正式点灯!该灯展将持续进行到

"

月
#

日%

作为海口万春会的重要活动!本届灯展由&华灯璀璨耀椰城$大型灯
展'元宵佳节闹花灯等主题组成" 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等

!$

个展区的
!%&

组花灯交相辉映!猜灯谜'游园等活动也在此热闹举行"

灯展启动仪式上!开场文艺演出(迎春接福吉祥年)'川剧绝活
(变脸'喷火)等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随后!由海口市领导及各界代表
手牵&金牛$!启动了今年的&华灯璀璨耀椰城$大型灯展%

&万春会$即&万绿园新春年会$!是一项春节期间在海口市万绿
园举办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 自

"$$'

年春节开始举办%

据悉!在大型灯展举办的同时!海口万春会系列文体活动也将在万绿
园内陆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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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社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央文明
委决定*授予成都市等

!%

个城市+区,全国
文明城市+区,称号'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乡
等

'("

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北京市东
城区民政局等

!&%&

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称
号-授予朱晓芳等

!$$

名同志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朝阳区等
)$

个城市+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
城市+区,称号% 中央文明委组织对首批全国
文明城市+区,进行复查确认!决定继续保留
张家港等

!$

个城市 +区, 的全国文明城市
+区,荣誉称号%

我省海口市' 三亚市获全国创建文明
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称号 - 保亭县县城 '儋
州市那大镇 '万宁市龙滚镇 '三亚市田独
镇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琼中县湾岭
镇 '白沙县打安镇地宝村 '海口市龙华区
苍东村 '定安县岭口镇岭尾村获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

村社区 '三亚市河西区儋州村社区 '琼台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南日报社 '海南美
兰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山海天大
酒店 '海南省邮政运输局 '海南省人民医
院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海口市
国家税务局 +机关 ,'万宁市人民医院 '海
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 ,'海
口市邮政局 '海南省国兴中学 '海口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 '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八七一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陵水分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海南电网
公司三亚市供电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三亚分公司 '文昌市邮政局 '万宁市
国家税务局 '海口市群众艺术馆 '海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

海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鸥 +女 !满族 ,'

屯昌县农业局干部李孝儒获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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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年正月初十立春

与海南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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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 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风向'东北风 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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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留成主持 罗保铭致辞 钟文于迅出席
本报海口

!

月
""

日讯 !记者谭丽琳"

今天晚上! 省党政军领导春节团拜会在海
口隆重举行%

团拜会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卫留成主持!他向在场的领导干部和全省各
族各界人民送上新春祝福和崇高敬意%

省委副书记' 省长罗保铭在团拜会上
致辞%

罗保铭说!刚刚过去的
"$$)

年!大事'

喜事'要事不断%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
关怀和强力支持下!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我们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国际金融危机
冲击的严峻形势下!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丰硕成果!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省各族
人民开拓创新' 拼搏实干的结果! 是党政
军'社会各界同心同德'通力合作的结果%

罗保铭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今年可能是我省近年来经济增长最为困难
的一年% 但是!经过建省办经济特区

"$

年
的发展! 海南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基本趋势
没有改变% 我们的发展思路清晰稳定!广大
群众求发展的愿望非常强烈! 特别是中央

应对危机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 对于我们加快项目建设是一个非常难
得的发展机遇%

罗保铭充满激情地说! 在新的一年!我
们将坚定发展信心!勇敢面对挑战!认真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千方百计保增长'保民
生!努力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
取得新的成效!在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
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上迈出新步伐!

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质量上有新的提高%

罗保铭表示坚信!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
下!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有全省人民的共
同努力'顽强拼搏!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

周年%

省政协主席钟文! 省委副书记于迅及
现职省级领导!在职'离退休省级领导!驻
琼部队领导!兄弟省+市'区,在海口休息过
年的离退休省级老干部和老红军! 省政府
科技顾问!省级老干部遗孀!省委'省人大'

省政府和省政协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
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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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系列案一审宣判

&'()*+,%-./0123

张玉军耿金平一审被判处死刑 其他
!)

名被告人各获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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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戎海 通讯员 林小明 陈渊

#电影很好看!为我们迎接春节增添了
欢乐喜庆的气氛$!今天晚上在海口海秀路
银龙影城!刚刚看完最新上映影片(家有喜
事

"$$#

) 的海南移动通信公司陈女士笑着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她说!今天这场电影是
单位集体包场的!平时大家都很忙碌!快过
年了!同事们聚在一起看场电影!既得到了
精神上的享受!又增进了大家之间的感情!

一举两得%

像移动公司这样包场看电影过节的单
位还有很多% 近年来国产电影得到了迅速
发展! 在票房上已经连续

&

年超过进口大
片% 尤其是贺岁档'春节档期间!更是大片
佳片云集!每逢节假日!组织员工包场看电
影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
开展集体活动' 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活动
内容之一%

在大吃大喝已经成为大众所诟病的#节
日陋习$的当今社会!#看电影过大年$就像一阵
清风!给传统节日生活方式带来了清爽新意%

包场看电影日趋火爆

由于今年春节来得比较早! 所以电影
春节档和贺岁档连在了一起! 许多中外佳
片都集中在这段时间放映% 其中既有(梅兰
芳)'(叶问)这样的人物传记电影!也有(赤
壁+下,)'(游龙戏凤))等巨星云集的大制
作-既有(非诚勿扰)'(疯狂的赛车)'(家有
喜事

"$$#

)等热闹搞笑的喜剧片!更有受到
小朋友们热捧的 (闪电狗)'(马达加斯加
"

)'(喜羊羊与灰太狼)'(淘气包马小跳)等
动画影片% 如此丰富的影片集中在

"

个月

内上映!让人应接不暇%

海南的电影上座率近年来也增势迅猛!

尤其是贺岁档和春节档期间!更是成为电影
的#黄金季节$!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各
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包场%省电影公
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

从去年
!!

月底到
现在

2

已有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 '中国移
动'中国银行'中国银联'海南航空'海口市
第九中学'海口海关'中国电信'中视文化传
媒'省司法厅'南方出版社'深圳发展银行'

省工行'省军区干休所'海口中院等
"$

多个
单位到海口银龙各个连锁影城包场看电影
过节假日

2

观众达
"

万多人次%

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了海口中影南国
影城!该影城负责人说!自去年

!"

月以来!

影城先后与中国光大银行海南分行等多家
企业开展专场放映活动! 很受企业领导和
员工的欢迎! 目前前来联系预定专场放映
的单位不断% 记者今天上午在该影城看到
从

!$

点钟起!影城的
'

个影厅就开始陆续

放映! 很多观众都是手持单位发放的观影
券前来看电影%

据介绍!春节期间!还将有(澳洲乱世
情)等多部国内外大片上映!现在已经有很
多单位前来联系集体观看的事宜! 预计届
时又将掀起一股单位包场观影热%

看电影成节日文化新风尚

在娱乐项目日益发达的今天! 包场看
电影这一传统的#节目$缘何由冷变热'大
受欢迎呢.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在员工们的
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基
础上!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越来越重视员
工们的精神生活和团队精神的建设! 而集
体看电影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作为一种新的节日生活方式!包场看电
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和喜欢" 不少单
位职工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以前过年!集体
活动主要就是吃喝! 往往一连数天都忙着赴
宴赶场! 不仅对身体损伤很大! 而且也很浪
费"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更喜欢
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包场看电影既文明健康!

也有利于增加员工的凝聚力和团队意识"

影院先进的设备和舒适的观影条件!

也是包场看电影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海
南省电影公司和上海电影集团共同投入巨
资!从美国'英国引进

*

套高科技原装全数
字电影放映设备!安装在银龙各连锁影城!

这些设备是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
先进装备!影音还原效果更佳" 海口中影南
国影城作为中影集团的全国连锁院线!更
是投资数千万元!倾力打造五星级影城!使
得看电影成为全方位的享受"

针对集体包场看电影越来越多这一现
象!海口各家影院纷纷推出多项措施!满足
观众的需求" 目前银龙各大影城和中影南
国影城都根据企业的需要! 推出了专场放
映活动!并且在票价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本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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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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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在中国人
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

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
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
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商国
是!畅叙友情!喜迎新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代表中共中
央'国务院!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的领导同志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
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胡锦涛强调!要完成
今年各方面的任务! 必须依靠包括各党派'

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
国人民团结奋斗" 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职能!不断提高建言献策水平!继续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贡
献智慧和力量"

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
协主席贾庆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
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出席"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民盟中
央主席蒋树声'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
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致公
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

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
复'无党派人士代表陈竺等先后发言"

胡锦涛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发表
了重要讲话" 他在回顾了

"$$)

年党和国家
工作后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应
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斗争! 热心关注奥运'支
持奥运'奉献奥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胡锦涛代表中
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锦涛强调!

"$$#

年!是新中国成立
'$

周年!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
一年!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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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场电影过大年#

这是时下流行的一种过节方式$由单

位出钱%包上一场新电影%让员工们带家

属一起看$一家子&一单位的人坐在一起%

非常热闹&融洽$员工&家属们借着这个场

合%互相问候%互相交流%互相祝福$过年%

就在这样热热闹闹的融洽气氛中%显得韵

味十足&文化味十足$

过节组织员工看电影%很有意思$ 好的

电影%不但画面能给人美的视听享受%还能

陶冶人的情操%增长知识$ 一部好电影能教

给人很多东西$ 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让大

家获得精神享受%又能增强集体观念和相互

之间的感情%确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过年

乐趣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过去%很多单位在过

年时都会发一些食品%如米&油&肉之类$ 在物

质匮乏的年代%这样能让职工改善生活%过个

较丰盛的年$即使现在%很多单位还是这样做$

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积极意义' 对一些生活

困难的员工%单位发些食品%确实能帮助他们

改善生活$ 不过%对许多家庭来说%发一两袋

米&几斤肉%已经意义不大$ 他们更注重的是%

如何让年过得更有文化味%更有高品位$

所以%过年的方式%我们应该尝试改变

一下$不一定非要大鱼大肉%海吃海喝%也可

以尝试一下非物质的& 精神享受型的活动$

比如%大家一起看场电影%一起听场音乐会%

一起品茗%一起去参观博物馆%开个读书讨

论会%开个书画沙龙%组织文体娱乐活动等

等$ 这些活动真的开展起来%就会营造出一

种文化氛围$ 人们在这样的氛围里%心灵会

得到滋润%精神会得到愉悦$

现在人们常抱怨%过年的气氛越来越

淡%年过得越来越没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感觉( 这可能与人们现在生活富足

了%家庭成员团聚的机会也多了%对过年

的期盼就相应减少了有关$也可能与过年

的方式简单单调&缺少文化韵味有关$ 所

以%我们过年的方式%也要紧跟时代%与时

俱进$当我们基本解决)吃饱饭*问题之后%

精神的&文化的需求就更显重要$ 适应这种

变化%尽量让节日生活更有文化味%应该成

为我们现在的追求$

当一家子乐呵呵地一起看电影&读书讨论

时%所得到的精神享受%可能

一点也不低于吃几顿饭&喝

几瓶酒&打几把牌带来的满

足感$ 这其中的奥妙%真值

得人们仔细琢磨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