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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推琼州百景$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特别是本报
"

月
#

日发布
$%&

个候选景区&景点名录后%社会各界推选"琼州百景$的热情更加高涨'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
!

又逢海南旅游旺季%本报今起开设"先游琼州 再推百景$

专栏%刊发本报记者从备选景区&景点发回的报道%与广大读者一起赏美景&品文

化%共同分享琼州无限风光与景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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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洪宝光 特约记者 傅林

窗外阴雨绵绵!但处处暖意融融"

驱车从东线高速公路下来!一路上随
处可见出行的居民!刚进入定安县定城镇
即可听到不断响起的鞭炮声" 车子拐个弯
进入定城镇莫村!鞭炮声的频率更高了"

在村干部的指点下!我们来到莫业彬
家" 推开铁门!庭院内随处可见散落的鞭
炮纸屑" 欢乐的笑声不断从房屋内传出!

原来莫业彬正与母亲苏淑波#父亲莫开雄
以及一起在深圳工作的同村人莫登飞喝
茶#聊天!叙说在深圳的见闻" 见到我们的
到来!莫业彬十分热情!忙着从房间里拿
出从深圳带回来的$好日子%牌香烟和柚
子等水果招待我们"

记者注意到!莫业彬所带回来的东西
还真不少!有烟#酒#饼干#糖果#柚子#橙#

苹果和年糕等"

$穿着儿子买的衣服! 感到特别舒
心" %指着身上的红色衣服!苏淑波开心地
说" 从她的笑容不难看出!她很满足也很
幸福"

去年
*

月!与其他外出打工的青年一
样!

")

岁的莫业彬觉得该出去闯荡了" 他
从家乡定安来到深圳!几经周折正式成为
深圳志禾石材护理有限公司一名员工!主
要从事大理石的日常护理"

刚到深圳时!他的胆子很小!对大理
石的护理一窍不通!为了能尽快在深圳站
稳脚跟!他不断向老职工学习" 几个月后!

他学会了如何对大理石进行护理!业务水

平得到明显提高!目前已慢慢地能够独当
一面" 因工作性质的关系!他经常要到酒
店#商场#饭店等地方去对大理石进行护
理! 工作过程中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
员!这不仅锻炼了口才!还学会了如何与
人打交道"

今年春节他带着
*'''

元回家! 觉得
这个年过得十分充实" 一是头一次赚钱给
父母花!给父母买新衣服过年&二是在深
圳工作半年多后! 业务水平得到极大提

高!慢慢地适应了深圳的生活"

回家这几天来!莫业彬发现家乡还有
不少青年在家待业!如果能够将这些人员
带出去工作!既能解决他们的就业!又能
为家庭增加收入" 他已主动与公司领导反
映!并得到对方的支持!再过几天回深圳
上班时!他将带着

&

名家乡青年一块到深
圳去工作"

节假期还没过完!莫业彬已给自己定
下目标'先在深圳闯荡几年!积累一定资

本之后再出来创业!以带动更多家乡人外
出务工"

$明年春节要带更多钱回家" %在记者
临走时! 莫业彬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

)本报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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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帮助农村青年外出务工

通过自己的努力!出去打工半年就带

回
*'''

元" 这些钱对于生活在城里以及

有固定工作的人来说并不多!但对于莫业

彬#莫登飞等外出务工青年们来说!却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

通过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让自己有了一

技之长!开阔了眼界!为以后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我省农村地区还有不少剩余劳

动力!因他们掌握的知识有限!加上没有

一技之长!不敢外出打工" 虽然近年来我

省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力度!但我省对务工者

的培训还过于单一!如果政府部门能够结

合实际对务工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那

就能帮助他们更容易地找到一份工作!跳

出农门!走向富裕"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外出的 $莫业

彬%能把农村里的青年带出去!通过传帮

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谋到新的出路"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年初二的定安县定城镇莫村%从深圳回家过年的莫业彬)左二*与家人及同村人

聊着在深圳打工的见闻(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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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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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石莹 特约

记者卢胜 通讯员周序克'记者今天从海南永
庆生态文化旅业有限公司获悉! 日前在北京
举行的第十二届大世界基尼斯颁证晚会上!

澄迈县永庆寺再获殊荣! 被上海大世界基尼
斯总部评为

"'('

年第十二届大世界基尼斯
最佳项目奖"

本次晚会上!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从
"''#

年入选基尼斯之最的
"''

余个项目中评选出
(,

个最佳项目!永庆寺荣获最佳项目奖" 晚
会实况于

"'('

年春节期间在央视
,

套国际
频道#东方卫视等频道面向全球播出"

据了解!永庆寺全堂供奉的
,"

尊佛像均
采用整块缅甸白玉精雕细琢而成!玉清底白!

富有灵气" 其中大雄宝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
佛#阿弥陀佛#药师佛

&

尊大佛总高约
#

米!

每尊重达
&'

余吨!乃世所罕见"去年
#

月!永
庆寺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评为 $供奉缅
甸白玉佛像最多的寺院" %

目前!永庆寺申报的其他
(+

项$基尼斯之
最%项目正在审核中!结果有望在今年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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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三亚市凤凰镇水蛟村
())

位农民在凤凰国际机场候机%准备飞

往上海过年(

())

位农民中%

("*

人是三亚小鱼温泉实业有限公司的农民股东% 其余为该

村
(,

个自然村的村民代表( 在乡村企业发展起来后%这些农民股东们趁着春节

期间%包机飞往上海开开眼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国泰航空新春国际汇演香港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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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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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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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官蕾'

"'('

年香港节庆年之盛事$

"'('

年国泰航
空新春国际汇演%!于昨晚在香港文化中心
广场举行" 海南连续

,

年应邀派出花车和
演出队参加此项盛事! 引起香港市民和各
路游客的热情响应"

汇演以 $香港节庆年 %为主题 !分春 #

夏#秋#冬四大环节!通过不同的表演项目!

展现香港四季独有的中西节庆元素" 参加
汇演的有

,'

个
-

辆
.

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
的花车及表演队"

作为内地唯一参演的省份! 海南花车
和表演队在$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旋律中一
出场! 便得到了香港市民和游客的热情响
应"海南花车体现了热带滨海风光#神奇热

带雨林# 丰富多彩民族风情等海南旅游元
素" 首次在花车上方出现的$国际旅游岛%

几个大字!格外醒目"

据介绍!从
"''*

年#

"''%

年的$中国热
带海岛!东方度假天堂%!到

"''#

年的$阳
光海南!度假天堂%!再到今年的$国际旅游
岛%!随着主题的变化!海南旅游在香港的
推广促销定位越来越清晰#准确" 香港是国
际大都市!每年有上千万国际游客量" 海南
希望借此活动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到香
港购物!到海南度假%"

据介绍! 一年一度的香港春节国际巡
游汇演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 今年已是
第

()

届" 每次盛事吸引数十万香港市民和
国际游客现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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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胡锦涛总书记在福建同干部群众共度春节
新华社记者 孙承斌 谭浩 许雪毅

今年春节期间! 霏霏细雨普降八闽大
地!催生着新的蓬勃生机"

"

月
("

日至
()

日 !从农历腊月二十
九到正月初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福建省漳
州 #龙岩 #厦门等地 !同广大干部群众和
在闽台湾同胞共度新春佳节 " 正月初一
和初二 !胡锦涛在厦门进企业 #到码头 #

下工地 ! 亲切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工
作岗位的干部群众 ! 实地了解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 殷切希望福建加快建设
海峡西岸经济区 ! 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更
大发展 "

"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
同志们表示诚挚慰问$

正月初一上午! 胡锦涛冒雨前往厦门
电业局电力调度中心" 中心的大型电子屏
上! 各种数据和曲线清晰地显现出全市电
网建设和运行状况" 胡锦涛仔细观看!着重
询问节日用电和电力保障情况"

节日期间! 我国大陆地区第一条海底
隧道(((厦门翔安隧道建设工地上!仍有许
多农民工在紧张施工" 初二上午!胡锦涛专
门来到隧道建设工地看望农民工"看到总书

记走进隧道!农民工们围拢过来!激动地向
总书记问好" 胡锦涛同他们一一握手!充满
感情地对大家说'你们在春节期间仍奋战在
建设工地上!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亲切
慰问! 也请转达我对你们家人的新春祝福"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保证质量!保证安全!把
翔安隧道建设成优质工程" 胡锦涛强调!农
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
型劳动大军!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凝结着
广大农民工的辛劳和奉献"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更加重视#更加关心农民工!切实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提高职业技能和社
会适应能力!使广大农民工在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努力建设国际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

胡锦涛一直关注旅游业在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在福建期间多次叮
嘱当地负责同志注重发挥旅游资源优势!

努力建设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厦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利用春节假
期来这里旅游的人很多" 初一上午!胡锦涛
来到厦门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了解节日旅
游服务情况"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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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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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王勇'

$雨中的松涛水库!景观非常独特!湖岸和
湖中岛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置身其中人会
倍感轻松" %今天下午!来自海口的周先生
在游玩松涛水库后赞不绝口"

周先生今天一早就带着家人从海口
出发!抵达松涛水库后刚好赶上了第一班
观赏轮!$本以为下雨会影响大家观景的
心情!想不到雨中松涛更迷人" %

记者了解到 ! 虽然天气不是很理

想 !但并没有影响大家出游的心情 !很
多游客都是依计划结伴前来 ! 一边欣
赏天湖美景 ! 一边品尝美味的鳙鱼火
锅 "

松涛水库库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昨
天#今天都有大批客人来游览!很多客人
都是提前预订了游览座位和宴席!库区也
作了充分准备迎接新年第一批客人!为出
游的家庭提供丰盛的$松涛全鱼宴%和贴
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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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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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王勇'

昨天上午!记者从海口出发!沿西线高速
一路西行!接近傍晚!来到了洋浦湾畔的
千年古盐田"

此时夕阳西下!一轮红日映得盐田绚
丽而多彩"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互相辉
映!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发出一声又一声的
惊呼"

看到游客兴奋的样子! 附近村民主
动当起了导游" 村民徐小华是盐田村人!

他自豪地向游客介绍'$我们这个古盐田

已经有
("''

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最早的
日晒制盐场!也是我国至今保留最原始的
日晒制盐方式的古盐场" %

看到游客好奇而敬佩的眼神! 徐小
华介绍得更加卖力" 听到有游客说因没
有看到晒出的成品盐而感到遗憾! 徐小
华热情地邀请游客去他家参观自己制成
的成品盐"

独特的景观让人陶醉! 让人流连忘
返" 很多游客直到天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千年古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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