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今天下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桂花在
海口会见了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
总会第一副主席何德活为团长的委内瑞拉
侨领代表团$

委内瑞拉侨领代表团一行 !人# 应全
国人大华侨委员会邀请# 在结束对北京的
考察访问后#于昨日抵达海口#开始对我省
进行考察访问$

符桂花对代表团一行前来我省考察访
问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我省的省情$

她说#近年来#海南经济增长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
一步深入# 用足用好中央赋予海南在基础
设施% 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将带动海南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她
希望侨领们多走走#多看看#进一步了解海
南#认识海南#增进与海南的联系和交流$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有 "! 万中国人
在委内瑞拉生活$ 旅居委内瑞拉的侨胞散
居在委内瑞拉各个城市# 他们从事各行各
业#以杂货%餐馆等行业为主$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国舜会见时
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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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省重点民族中学# 国兴中学今天迎
来建校二十周年庆典# 并同时举办我省首
届民族教育论坛$ 全省各地的中学校长齐
聚一堂# 交流振兴我省民族教育的经验和
做法$

据介绍# 为了让更多少数民族学生接受
优质教育##$$%年秋季#我省首次在海南中学
和国兴中学开办&民族特招班'#两校各招 %$

人$招生对象为世居且户籍在我省的黎族%苗
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初中应届毕业生$ 经省政

府批准# 今年秋季省国兴中学面向全省招收
&民族特招生'"$$人#比去年增加了 %$人$

&民族特招生'享受&三免一补'政策#即
免学费%课本费%住宿费#补助寄宿生活费#

所需经费由省财政补贴$ 从今年 "月开始#

&民族特招生' 每月生活补贴还从原来的
"$$元增加到 "%$元$ 据了解#根据我省日
前对该项目的调研结果#&民族特招生'高中
毕业后有 &$'考上第一批重点本科高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桂花%康耀红#

省政协副主席王路出席庆典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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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海口举行的
海南%黑龙江两省警务协作座谈会上#黑龙
江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孙永波和海南
省公安厅副厅长彭忠学共同商洽了 (黑琼
两省警务协作机制)#此举标志着琼黑两省
公安机关警务协作机制正式启动$

座谈会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
海会见了孙永波一行$

根据(协作机制)#琼黑两省公安机关
今后将在协作框架内# 重点搭建包括信息
资源共享%跨省犯罪互查共破%重点人员互
监共控%警务交流互通共建%两省交往互帮
共促等在内的五项协作机制# 不断整合公
安资源#拓宽协作领域#全面提升整体作战
和协作配合能力$

依照&对口对等%共同协商'的协作原
则# 两省公安机关将适时召开省厅级联席
会议#通报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共同研究
对策#制定警种之间的协作机制#开展警务

协作配合$对于一般性跨两省的信息核查%

犯罪嫌疑人抓捕%重点人稳控等工作#申请
地公安机关可直接向协助地公安机关提出
申请# 各市地级公安机关按照对等原则给
予积极配合和帮助$双方协定#黑龙江省公
安厅在我省三亚市设立警务联络站$

今后# 两省公安机关将整合情报信息
资源#畅通情报信息交流渠道#通过建立两
省情报信息快递交换机制# 对发生的涉及
两省的严重暴力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毒
品犯罪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两省将密切
配合%共同打击$ 在两省旅游%居住%求学%

工作的对方籍人员受到不法侵害时# 依法
给予帮助#尽力挽回损失#共同促进两省间
经贸%人员的往来与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到我省投资%就业%养
老居住% 旅游度假的黑龙江籍人员超过 *$

万人#并且呈继续增多的趋势$

此前#我省公安机关已和江苏%广东%广
西等省!区"公安机关建立了警务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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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总投
资 #亿元人民币的黑龙江省临高体育训练
基地在临高临城开工#该基地将建设一系列
体育场馆# 不但能吸引国内运动员前来冬
训#也将成为本地群众健身锻炼的好场所$

黑龙江省临高体育训练基地位于临高
临城镇礼贯南路北侧# 占地面积 +万多平
方米$ 基地由综合训练馆%行政楼%室外训
练场地%室外网球场等构成$预计该基地在
#$**年竣工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 黑龙江省临高体育训练基

地是黑龙江省体育局与临高县委% 县政府本
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促进双方体育事
业发展的宗旨#按照&统一规划%分体建设%协
调一致%相辅相成'原则合作建设的项目$

据介绍#该基地建成后#也将成为国家
体育总局冬训基地# 届时将有来自东北三
省%内蒙古等地运动员前来冬训$在今天的
奠基仪式上# 黑龙江省体育局向临高县 %$

名贫困学生捐赠希望工程助学金# 并向临
高体校捐赠一批体育训练器材$

黑龙江省副省长程幼东#海南省老干部
陈苏厚出席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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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三届海峡
两岸人工湿地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海
峡两岸的 ,$余名专家# 就人工湿地与水
体生态修复% 人工湿地的规划与设计%净
化机理与工艺优化等六个方面进行探讨
与交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水污染已
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 湿地
是一种特定的生态单元# 人工湿地是一种
人工强化的独特生态系统# 具有特定的生
态功能$据相关专家介绍#人工湿地是由人
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与沼泽地类似的地
面#将污水%污泥有控制的投配到经人工建

造的湿地上#主要利用土壤%人工介质%植
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
用#对污水%污泥进行处理的一种技术$ 由
于这一生态工程工艺简单#建设成本低廉#

管理方便#净化效果稳定等优点#受到广泛
重视$十多年来#人工湿地在我国水污染治
理和水体生态修复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
用#相关研究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 &深化海峡两岸人
工湿地研究与应用#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论坛为期 ,天$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铁珩%魏复盛%金鉴
明%郝吉明%茆智#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
出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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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非光明行' 启动仪式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举行$ 这项由中国民主促进
会%全国防盲指导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
流促进会%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外经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医院共同
组织的公益行动#将在一周的时间内#为东
南非洲的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两国白内障患
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

据悉#由全国防盲指导组%北京同仁医院
派出的这支 -$余人的医疗队#将于今天下午

乘坐海航集团旗下金鹿公务航空的包机前往
非洲#经过近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为马
拉维和津巴布韦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
手术$ 此次&-$*$中非光明行'将在短短 *周
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近 *$$$例复明手术$

-$$/年 +月起# 海航集团与全国防盲
指导组% 北京同仁医院在青海省正式启动
&海航*青藏高原 *$年光明行'活动#已先
后在青海班玛%囊谦#西藏拉萨等地为 .$$$

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治疗# 得到
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赞扬$

古墓越千年#丽影永不朽$ 省博物馆与
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出土文物精品展#成功营造一种汉代雅韵的
意境#观众透过若隐若现的迷离光晕#仿佛

再次聆听到汉乐悠扬#梦回西汉$

纵观整个展览#与歌舞%演奏相关的文物
占据了相当比例#着衣歌舞俑%奏乐木俑%竽%

二十五弦瑟%七弦琴悉数展出$

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章佩岚介绍#汉代
娱乐活动丰富多彩#有节日庆典时的浪漫欢
愉#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轻松随性#七弦琴%二
十五弦瑟#都是当时流行的乐器#歌俑头梳

盘髻#舞俑着长袖舞衣#是汉代贵族夜夜笙
歌的生动演绎$

细看马王堆墓出土的墓奏乐木俑#其气
势恢宏#两人吹竽#三人鼓瑟#俨然一支家庭
管弦乐队# 是墓主人辛追生前生活的写照$

俑采用浮雕的手法# 注重头部与面部的雕
刻#并施加墨绘和朱绘#还以彩绘表现色彩
艳丽的服饰#既反映了当时雕塑艺术的水平
和成就# 又可考证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衣
着服饰及丧葬礼俗$

且看#那脸上敷白粉#描墨眉#点朱唇#

身形纤巧的着衣歌舞俑#汉代工匠用最原始
的雕刻工具给今人留下一个长袖飘飘为纤
腰磬折%长袖漫舞的经典楚女形象$

章佩岚说#汉代歌舞盛行一时#贵族们到
处搜罗能歌善舞者组建家族乐队#马王堆墓中
遣策!随葬品清单"表明 侯家就曾拥有一支
由 *$个人组成的可以表演楚歌郑舞的乐队$

据了解#此次来琼展出的七弦琴为复制
品#原物为马王堆 .号墓出土#这是中国首
次发现的汉琴标本#极其珍贵#也是人们首
次见到&半箱式'琴实物$

章佩岚说#该琴的琴面有七条弦痕#岳山
0琴头架弦处)内侧磨损较重#当是弹拨琴弦形
成$这种&半箱式'琴#应该是流行于中国南方
的一种楚式琴#与后世琴相比#它没有作抚琴
标记的徽位#面底板是活的#尾部为实体$ 琴
属于典型的独奏乐器# 也常作为文人吟唱时
的伴奏乐器#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听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历史#奏不完
的弦歌$

透过古代长沙国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文
物#观众依然可以强烈感受到汉代大一统王
朝的各种建置#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但
汉代成形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到如今仍然发
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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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火山群 景致更迷人
本报记者 2 I

从今年初开始#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
公园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契机#对园区
进行改造和扩建#同时注入更多的本土文化
元素#使得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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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有两个世界级的品牌+一是自
然景观方面的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

一是民族文化范畴的黎族织锦# 它们先后
在 -$$,年和 -$$&年分别跻身于世界地质
公园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的前身是
&海口石山火山口公园'# 距离海口市区约
*%公里#面积为 *$!平方公里#拥有世界罕
见的第四纪火山群#距今约 *万年#火山锥
多达 /$座#熔岩隧道 .$多条$ 经过海南椰
湾集团有限公司近 -$年的保护和建设#发
展成为世界级旅游品牌$*&&,年#该园承办
了&世界旅游日'主会场活动$ 它是我国唯
一的热带海岛城市火山群地质公园# 也是
我省第一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具有
突出%重要价值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已成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国家国土资源科普教
育基地和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从海口市区取道绕城高速公路或南海
大道#都可以很快地到达园区$在两旁种有
重阳木的景观大道尽头右侧# 便是园区的
大门$ 大门其实是一座用火山岩!玄武岩"

干垒而成的石门$园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建设石门的石材是从废弃的村落里征集来
的#目的是再现古朴的火山乡村景观$

穿过石门#便是文化广场#行走在由一
块块火山岩石板铺就的地面上# 有一种厚
实的感觉,偶尔有山风迎面吹来#几片榕树
叶随风飘落#清凉之余#不乏诗意$ 最引人
注目的是广场上的两排大水缸# 底下是十
字形的荔枝木支座# 水缸里还种上花卉等
盆景植物#迎风摇曳#风情万种$

据了解#不管是石板%水缸#还是荔枝

木支座和缸中的植物# 都取自火山口地区
的村落或荒郊$长期以来#羊山地区老百姓
的生活用水#全靠水缸来储存#这一问题直
到 +年前才得以解决#村村通自来水后#水
缸便成为羊山人对缺水日子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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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地理产生人文$海口火山群世
界地质公园扩建项目# 为了凸显当地的民
俗文化# 重现羊山地区原住民的生产生活
气息#园区除了在文化广场摆设水缸之外#

还在广场边缘地带# 陈列了许多老百姓用
过的石制器具$

这些器具有石盆%石缸%石臼%石碾!用
以榨糖"%石磨等#尽管上面已生有苔藓#却
独具民俗魅力$

从广场向南前行#是一个仙人掌园#园

子正面有一座用火山渣砌起的高台# 上面
有一个木雕的巨大标志#既像&火'字#又像
&山'字#也像&人'字#甚至可以理解为&火
山人'#极具图腾意蕴$

仙人掌园的右边为&游客之乡'#顾名
思义这里是游客歇息的地方# 高大的绿树
之下# 散落分布着一张张石桌% 石凳和木
桌%木椅#全部用整块的石头或木材切割制
作而成$

椰湾集团董事长陈耀晶告诉记者#为了
传承和延续民间技艺#最近该公司从周边火
山村落招募了 *$多名建筑艺匠# 涉及到木
艺%石艺和瓦艺等行业#让他们在制作旅游
工艺品的同时#向年轻一代传授这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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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仙人掌园继续向南行走几米#便来
到&火山根艺园'#园子不足一亩#但展示
的根雕作品倒不少# 有 &山殿'%&繁衍'%

&天地之根'等主题#全部都是古老的荔枝
树根部$

据介绍#火山岩地带虽然地表缺水#

但顽强的火山植物#如荔枝%榕树等#却
能生存下来#繁衍生息#本身就是奇迹$

它们的根系在向地下伸延# 枝干和树叶
向空中生长#哪怕在千百年后老死#根须
却未见干枯#见证了生命的神奇#是天然
的艺术品$

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专家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教授陶
奎元#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园本
身承载着科学与文化的双重信息# 当地居
民是在火山背景下生活的# 文化也是在此
环境下形成的$ 因此# 园区改造和扩建项
目#是火山科学与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旅
游的方式展现出来# 游客可以了解火山科
普知识#也能感受到火山文化的价值$ '

火山群公园今年实施的改造和扩建项
目#内容涉及文化广场建设%停车场搬迁改
建和户外公共宣传牌建设等 *,项#总投资
&-$万元#大部分由椰湾集团自筹#省市两
级政府部门也拨付了服务业基金$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 每家
世界地质公园都必须建有一座 &地质公园
博物馆'#因此#按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
园的建设规划# 下一步还将建设一座占地
*!$亩的&地质公园博物馆'#总投资 &&%!

万元#资金来源为通过申请国家资金%企业
自筹及银行贷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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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 &强素质树形象 建功国际旅游
岛'知识竞赛决赛今晚在海口举行#省监狱
管理局代表队夺冠$

据悉#本次知识竞赛旨在提高党员干部
职工的综合素质# 树立省直机关的良好形
象#并在省直机关掀起为国际旅游岛建功立
业的新高潮$竞赛由省直机关%省纪委%省文
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

竞赛从今年 &月举办以来# 共有 *$$

多个单位 -万余名机关干部职工参加#经
初赛#两轮复赛及笔试等环节#最终决出省
交通运输厅%海口海关%省接待办%省卫生
厅!省人民医院"%省邮政公司%省监狱管理
局 ,支代表队进入今晚的决赛# 角逐前三
名$ 经过必答题%题板题%抢答题及风险题
四个环节的比赛后# 省监狱管理局代表队
获得此次知识竞赛冠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符
兴观看了决赛$

'()*+,-./01234

本报特派记者 LMN 特约记者 )OP

今天上午 *$时#北京寒风凛冽$ 人民
大会堂海南厅内东坡节新闻发布会场面火
热#,$多家媒体争相提问$

儋州%惠州%黄冈三地政府有关负责人
发言时#&民间文化'%&文化品牌' 等名词%

&交流'%&合作'%&共赢'等动词频繁出现$

?mÇÈYÉÊË

儋州市委副书记罗时祥认为# 国内城
市之间轮流举办如此盛大的文化活动#在
我省尚属首次# 东坡节将成为我省与其他

省份之间区域文化合作发展的有力推手$

罗时祥向记者透露# 从儋州提出举办
东坡节到三地决定轮流举办东坡节# 还有
不为人知的故事$

今年 .月 %日#湖北省黄冈市委书记
刘善桥率考察团到儋州考察交流1 并与儋
州市领导%专家学者共同交流#探讨开展
东坡文化交流与合作等事项$ 当时#考察
团对儋州举办东坡节的设想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

今年 !月份# 儋州市委书记张琦率考

察团到广东取经#惠州市委%市政府获悉儋
州正在筹办东坡节#认为设想非常好#表现
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儋州市政府当即&顺水推舟'#立即联
系黄冈市政府# 提出三地轮流举办东坡节
的设想#得到积极响应#可谓一拍即合#并
确定首届东坡节在儋州举办$

ÌÍ!ÎÏ"ÐÑÒÓ

据记者了解#东坡文化对黄冈%惠州两
地影响深远# 两地近年来也非常重视对东

坡文化的投入%整理和挖掘$

黄冈市政府今年还举办了中国大别山
旅游节东坡文化论坛%苏东坡生命之旅城市
市长峰会#并建成苏东坡主题公园***遗爱
湖公园和苏东坡纪念馆$惠州市政府近年也
在着力打造因苏东坡闻名的惠州西湖$

&三地轮流举办东坡节#不会出现-冲
突.$'惠州市副市长操向农告诉记者#三地
以东坡为缘# 以东坡节为纽带# 三地共同
&发力'#更加有利于弘扬和挖掘东坡文化#

必将丰富东坡文化的内涵$

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首届东坡节执
委会主任权晓辉表示#东坡文化是我们共同
的精神财富#三地轮流举办东坡节将是一种
共赢#三地文化上互补和合作#也将带动三
地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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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湖
北省黄冈市副市长费仁平在东坡节新闻
发布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东坡
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多元的特性#建议
儋州%惠州%黄冈三地一起牵头#扩大合
作的地域范围# 成立泛东坡文化区合作
委员会# 将苏东坡游历过的地区纳入文
化区$

费仁平表示#东坡生命之旅让三地心
手相牵#希望三地更加紧密合作#并扩大
合作地域范围#成立泛东坡文化区合作委
员会#指导和促进区域文化及其他方面的
合作,加强东坡文化研究#共创东坡文化
品牌,在工业%农业%城市管理等方面加强
交流互动,三地协同组织旅游资源宣传推
介#加快实现客源互送%线路互连#构建东
坡文化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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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广东省
惠州市副市长操向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惠州市政府正在打造&文化惠州'品牌#

东坡文化是惠州地域文化和城市文脉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三地轮流举办东坡节将有力
促进&文化惠州'的建设$

操向农向记者介绍#北宋绍圣元年!公
元 "$&/年"#苏东坡被贬至惠州#居住两年

多时间#留下大量诗词散文$

&东坡文化穿越时空的感召力影响着
一代又一代惠州人# 很难想象惠州历史文
化中#没有东坡文化这个因素#会是多么大
的遗憾$ '操向农说$

操向农告诉记者# 文化惠州离不开东
坡文化$ 通过东坡节#促进惠州与儋州%黄
冈文化交流与合作#必将为&文化惠州'建
设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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