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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时岁月多峥嵘

红色，是这片热土上从不曾被遗忘
的底色。

进入第一展区，仿佛置身一片红色
的世界，率先映入眼帘的“海战胜利”四
个鲜红大字十分显眼，一排排红底的展
板上，一张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镶嵌其
间，渡海大军与琼崖纵队合力解放海南
的历史便在这里徐徐展开。

“这些史料太珍贵了，有很多照片还
是第一次公开展出。”66岁的海南省林
业厅退休职工李海南今天早早地就来到
这里参观。李海南出生于海南解放前
夕，也因为这，他的父母特意给他取了

“海南”这个名字以作纪念。
“看到这些，勾起了很多回忆。”李海

南感慨地说，第一展区图文并茂地向人
们展示了从琼崖纵队成立至1950年5

月1日海南解放的这段峥嵘岁月，革命
传统教育意义深远。

“从这里，我们看到23年红旗不倒
的漫漫征途，看到58天渡海作战的艰
辛，缅怀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希望更
多年轻人来这里观展，了解海南的革命
历史，传承红色记忆。”

琼州大地多变迁

绿色，是海南大地正泛起的欣欣向
荣的色泽。

环岛高速、东环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
建成，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一流水平，
千里海防林带合龙，绿化宝岛行动全面开
展……清一色的绿色展板上，一幅幅山乡
巨变、生态良好、民生普惠的新画卷，在第
三展区里泼墨舒展。

刚刚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的海口公交新月有限公司司机吴妚梅盯

着这些照片喃喃道：“这里面也包含了我
的一份贡献。”

“这些照片让我看到无数像我一样
不畏艰难，勤恳工作的普通人。秉承先
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用双手
让海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吴妚梅
激动地说。

如同吴妚梅所说，艰苦创业、发奋建
设，是所有海南劳动者共同的姿态。时
间倒回65年前，几乎在一夜之间，海南
岛解放大军中的一部分人从战士转变为
海南岛的创业者、建设者。从第二展区
里，我们看到，他们头顶蓝天、脚泡海水，
为海南岛有“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
生活努力着。

65年来，超过一个甲子的岁月，这
两个展区的上百块展板记录下海南的变
迁历程。

“在巨变过程中，海南老百姓是真正感
受到了实惠。”站在东环高铁建设的图片前，

来自省编办的副调研员张志飞感触良多。
“以前从海口到三亚坐大巴要花8个小时，
现在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感觉就一个字‘快’，我觉得海南今
后还可以发展得更快。”张志飞说。

而今迈步从头越

蓝色，是海南追梦未来的色彩。
“这是最活泼、最亮丽的一个展区，

这些图片汇集了海南星级酒店、海南美
食，还有最为全面、系统的海南户外旅游
旅居方式。”在布满蓝色展板的第四展区
里，省铁路办副主任科员李风波盯着一
张张美不胜收的照片啧啧称赞。

我们看到，照片中的海南碧海蓝天、
山清水秀，没有沙尘遮天，没有雾霾蔽
日；空中的动力伞伴着热气球，望着海上
的帆船、邮轮，陆地上越开越野的四驱越
野车正朝着高尔夫球场、温泉、登山地驶

去，山林里的树屋迎来一位位漂流、露营
的客人……

“国际旅游岛建设5年来成果显著，
归纳来看，几百张照片涵盖空中、海上、
岸边、地面、山林五大空间，以及数十种
之多的海南旅居方式，内容非常丰富。”
来自省物价局信息中心的杨仁诺是一名

“80后”网络工程维护师，爱好旅游的他
认为，这些照片已经向人们全面展示了
海南的旅游“资本”。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昨天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明天又
将踏上伟大事业的征程。如今，疾驰的
海南号，正驶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伟大征程，将奋力打造中国旅游特
区的休闲天堂、人居天堂、购物天堂、美
食天堂、医疗天堂、养生天堂、娱乐天堂、
特色文化天堂，向着努力谱写美丽中国
的海南篇章坚实迈进。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周元

一声嘹亮军号，如撼天惊雷穿透炽
热如火的记忆；一面猎猎旌旗，如红霞
满天点燃千帆竞发的征程。

今天晚上，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主
题文艺晚会——音乐舞蹈诗《征程》在
海南省歌舞剧院拉开帷幕，数百名艺术
工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向海南解放以来，
为这片热土奉献牺牲、建功立业的英雄
儿女致以崇高敬意。

一份汗水浇灌的礼物

雄伟激荡的乐声中，人们的思绪随
舞者的身姿飘回65年前。一个个怒涛
汹涌的晚上，一个个血染沙滩的黎明，人
民解放军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海南岛，
打开从白山黑水中带来的英雄战旗，将
它升上木船的桅杆，立下庄重誓言——

“为了解放全中国，踏平南海万顷浪！”
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孙曾吾是扮

演渡海解放军的演员之一，他裹着带“血”

的头巾，第一个冲上“海岸”。作为一名舞
蹈编导专业的大一学生，第一次参加规模
如此宏大的演出，对他而言，这更是荣誉。

据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介绍，这场晚
会共有500余名演员参与演出，其中不仅
有省歌舞团、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的
演员，还有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高
校的学生，更有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
团的演员。半个多月来，他们全心全意联
排着，只为了给海南解放65周年这个特
殊的日子献上一份汗水浇灌的礼物。

一个学史明理的课堂

“辛苦，但是苦中有乐，苦得值得！”
海南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学校学生罗

舒月年仅14岁，临近演出的这几天，她
和同学们每天早上8点就从学校出发前
往剧院排练，常常到次日凌晨才回到住
地，“说辛苦值得，是因为我们不仅为庆
祝海南解放65周年做了一点事，也从中
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历史细节。”

舞台上，刚刚脱下军装的浴血战士，
刚刚登上海岛的知识青年，刚刚从黑暗
中站起的翻身农民，刚刚从东南亚返乡
报国的热血侨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
胶林、农田、渔船中去，将一片片荒山化
作谷堆，一片片蓝海化作鱼舱……

艺术能够触及人的灵魂。观演时，海
口市民朱颜玲几次拍红了手掌：“今天的
幸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每一个幸福家庭
的身后，都站着曾经为他们拼尽全力的先

辈。”她认为，这是一台带人回顾历史的晚
会，更是一个教人珍惜当下的课堂。

一段催人奋进的征程

如果你曾经问过归来栖息的鸥群，
“什么是海南魂，什么是海南人”；如果你曾
经问过南来北往的旅人，“什么样的人能代
表海南，什么样的人被称作海南好人”，那
么今晚的音乐、舞蹈和诗歌会给你答案。

大幕徐徐拉开，抗洪英雄李向群在洪
水滔天中紧紧抱着沙袋，还要为誓死捍卫
的家园筑一次堤坝；鹦哥岭青年团队在巍
巍的鹦哥岭上跋涉，还要为心心念念的热
带雨林做一次勘测；殉职记者甘远志的女
儿接过他留下的钢笔，还在渴望已经去往

天堂的父亲给她一个拥抱……
“难忘啊，这些可爱的人有的还活

跃在我们身边，有的已经去了遥远的天
国。但我想，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我
们身边的每一个海南人都和他们一样
正直、善良、热情。”海口市民方敏热泪
盈眶，“舞台上的一个个平民英雄，一段
段凡人善举，会在这片生养我们的大地
上生根、发芽、繁茂。”

海南的征程，写满了解放者浴血奋
战的荣光；海南的征程，镌刻了开拓者
奋进开拓的印记；海南的征程，融入了
追梦者海上新丝路的辉煌……纷呈晚
会有尽时，而海南的征程没有终点，宝
岛儿女正朝着新的方向迈进，迈进！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许春媚）为纪念
海南解放65周年，今天上午，《琼崖曙光》大型史
料展巡展活动在海口第七中学正式启动。

据介绍，巡展活动由海口市文体局、海口市文
物局联合主办，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承办，将
依次在海口市第七中学、海口十一小、海口经济学
院、海口二十七小以及美兰区灵山镇等地展览，展
出时间持续至6月30日。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办好史料展，管理
处精心挑选了40余幅历史照片制作成为图片墙，
图片内容涵盖了当时琼崖人民的生活环境、人文
景观、遗址介绍等多方面的内容，以图文并茂、生
动形象的语言向参观者再现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
表大会时期的情景。

《琼崖曙光》
大型巡展活动启动

海口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
陈亮）“你们真有心啦，这么老远的来看我，真的谢
谢党和政府的关怀。”28日上午，95岁的海口市美
兰区大致坡镇崇德村委会福久何村七级因战伤残
人员及在乡复员军人郑月琼热情地接待着区里派
出的慰问组工作人员。

为了缅怀在海南解放事业中长期坚持革命斗
争的革命前辈和革命烈士，给健在的琼崖纵队老
战士带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当天美兰区慰问组还
走访慰问了陈兰花、何妚娃、李爱梅、王秀兰四位
因战伤残人员及在乡复员军人、红军失散人员，给
她们送去慰问品。

美兰区慰问琼纵老战士

本报万城4月29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为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
激励全市人民继承革命优良传统，今天上午，万宁
市在六连岭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缅怀革命先烈活
动，干部群众、革命老战士代表、少先队学生代表
等800多人参加。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在缅怀活动上表示，饮
水应当思源。192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
导下，革命军民以六连岭为根据地，开创了“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当前，万宁正处在转型跨
越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
要弘扬伟大的“六连岭革命精神”，朝着“建设滨海
花园城市、打造清新度假胜地”的美好目标迈进，
用更大的发展成绩告慰革命先烈的英灵。

社会各界人士
缅怀革命先烈

万宁

本报五指山4月29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王国军 王雪）昨天上午，五指山市长陈振聪等
领导走访慰问了渡海作战、琼崖纵队的5位老领
导、老战士以及烈士家属，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
问品，了解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并与他们共同
回忆革命历史，追忆革命情怀。

据介绍，连日来，五指山市分9个组别慰问了
全市参加渡海作战、琼崖纵队的在乡复员军人、伤
残军人、烈属等共计21人，为他们送去慰问金、粮
油等慰问品，表达党委和政府对他们的亲切关怀。

慰问渡海作战、琼崖纵队
老战士及烈士家属

五指山

本报文城4月29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陈飞 邢福仲）今天上午，海南农垦以竞价拍卖的
方式，在国营东路农场举行规模销售“东妃牌”荔
枝活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广东、浙江等多家
荔枝客商齐聚一堂，同场竞价，争夺35万公斤“东
妃”荔枝的订单采购权。最终成交荔枝16万公
斤，交易额超180万元。

东路农场种植的荔枝以皮薄核小、肉厚汁多、
甘甜爽口远近闻名。受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
强台风“海鸥”的影响，加之去年冬天为暖冬，东路
农场今年荔枝产量受到较大影响，全场荔枝挂果
的种植户降至500多户。为尽量避免果农因天灾
而遭受损失，农场极力通过荔枝拍卖会这个平台，
让果农加入其中进行规模销售，避免因单打独斗
在价格上吃亏。在农场的努力下，240多户、近一
半荔枝挂果的果农与东路农场签订了荔枝委托销
售合约，委托销售荔枝总量达35万公斤。

据介绍，中标者与农场签定拍卖成交确认书，
并按合同标的总货款的30%缴交定金。“东妃”荔
枝预计在5月中旬开始陆续上市交货。

省农垦总局副局长王任飞说，将荔枝摆上拍
卖台，敲响“东妃”荔枝招商拍卖第一槌，不仅是
东路农场在初步实现规模化种植基础上试水品
牌化营销的最新举措，也是农垦多措并举推动农
场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缩影。通过举行竞
价拍卖，有助于破解农垦有好产品但卖不出好价
钱的困境，进一步擦亮农垦乃至海南农产品的

“金字招牌”。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通讯员 林雯晶

五一小长假在即，不少民众出行热情
高涨。假期有限，外地游太仓促，岛内游
成了绝大多数人的不二选择。记者从今
天省旅游协会发布的五一期间“海南旅游
消费指南信息”来看，全岛各市县、景区、
酒店打折特惠促销多多，为广大游客假日
出行推出了特色多多的旅游活动。

市县：主打洗肺养生休闲游

观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场，沿万泉

河畔骑行在旅游绿道，漫步北仍村品
味“乡愁味道”，在七星伴月景区看炊
烟袅袅、赏荷塘月色……五一期间，琼
海推出了丰富的旅游活动而且优惠多
多。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推
出“感恩回馈”系列活动，包括岛内居
民优惠大礼奉送、摸鳌祈福、品味一带
一路的亚洲论坛文化精髓等各类特色
活动。

“奔格内吧，琼中欢迎您！”一种新
的旅游度假方式在爱好自驾游和探险
游的人群中传播开来——租一顶帐篷
睡在大自然怀抱，体验原生态农家休闲

游，感受黎族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奔
格内是黎语“到这里来”的意思，目前，
琼中“奔格内”原生态乡村游初具品
牌，什寒村、番道村、便文村、加林村等
一批旅游村庄吸引众多游客前去体验。

澄迈将在多个特色村镇展开祈福
活动、民俗风情文艺展演等极具互动性
的旅游文化活动。

景区：惠岛民打折促销活动多

五一期间，海南各大旅游景区景点
根据自己的特色推出大量优惠活动，海

口火山口公园、冯小刚电影公社、亚龙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南山、天涯海角、
大小洞天、蜈支洲岛等景区景点优惠力
度十分强劲。

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认领咖啡
树”活动，让每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成
为一棵咖啡树的主人。

冯小刚电影公社将推出以魔术为
主题的欢乐活动，内容包括机车表演、
杂艺广场、街头卖艺、街区情景剧、街头
卖艺、舞狮表演等。其中，五四青年节
当日，演员全部穿着学生装在园区游
行，增添民国韵味，而在当日所有穿着

民国学生装的游客可以免费入园。
今年五一小长假，海南众多旅行社

也不甘人后，纷纷推出四天三晚、五天
四晚的自驾游产品，其中中西部线路旅
游相较往年火热。此外，海南各大旅游
企业积极策划“产品自由个性搭配、出
行时间自主掌握”的特色主题旅游产
品，推出多条以“乡村田园游”“海南人
游海南”等为主题的旅游新品，“家庭租
赁小游艇出游”“旅游+免税购物”的混
搭则是岛内旅行社吸引长三角地区游
客的新亮点。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孙慧）
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旅游委获悉，五一期
间，澄迈将举办系列旅游文化活动，全
方位展示澄迈县独特魅力和民俗风情，
增添节日旅游乐趣。

据介绍，4月30日，第四届桥头地
瓜文化节将在桥头镇昌堂村举办，届时
将展开一系列极具农家趣味体验性的
活动，其中包括桥头富硒地瓜推介、富

硒地瓜销售签约仪式、参观地瓜文化馆
和桥头地瓜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挖地瓜
游戏互动、品尝“地瓜盛宴”、赏地瓜基
地田园风光和游木栈道、澄迈乡村一日
游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此吸引大批国
内外游客到澄迈了解富硒地瓜、美丽乡
村等特色产品，欣赏乡村民俗风情，体
验农耕生活，品尝农家美食。

5月1日至3日，澄迈还将以“特色

风情镇 魅力古村游”为主题，在多个特
色村镇展开祈福活动、民俗风情文艺展
演等丰富多彩、极具互动性的旅游文化
活动，全面展示澄迈县独特的古村魅
力、小镇特色和民俗风情，增添节日旅
游乐趣。届时，桥头富硒地瓜、福橙、荔
枝、无籽密柚等特色水果季节采摘活
动、农家乐等娱乐体验将同步展开，为
喜爱自驾游的朋友提供多种玩乐选择。

巨变，在这里发生
——我省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图片展侧记

音乐舞蹈诗《征程》向65年为海南奉献牺牲、建功立业的人们致敬

汗水润泽奋进海南 征程壮行英雄儿女

五一小长假我省各市县、景区主推特色活动吸引省内外游客

海南这么美 咱们去看看

品尝地瓜盛宴
畅游美丽乡村

澄迈举办系列旅游活动迎五一小长假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张谯星

琼州海峡，长波奔涌，惊涛
拍岸；五指山上，万木葱茏，百花
怒放；南渡江畔，稻浪千重，民生
安康……

65年，弹指一挥，远去了刀
光剑影，散尽了战火硝烟，琼州
大地从一个曾经落后的边陲岛
屿，崛起成为全国唯一的特区省
份，傲然屹立南海之滨。

时逢海南解放65周年之际，
为隆重纪念这一重大时刻，由省
委、省政府主办，省委宣传部承
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担纲制作
的“巨变·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图
片展”于今天下午在省博物馆正
式开展。4个展区里，4500多张
图片、6万字的文字及大量图表无
声地叙述着65年来这篇热土上留
下的一个又一个深深脚印。

海南农垦大型荔枝拍卖活动昨开槌

成交量16万公斤
交易额超180万元

“巨变——海南解放65周年图片展”展出现场。

省政法职业学校的学员参观展览。观众在“巨变——海南解放65周年图片展”珍贵的历史照片前驻足良久。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五 一 小 长 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