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槟城致力于发
展电子科技、医疗和旅游等
产业，经济实力不断壮大，
人居环境日益优良。

图为槟威海峡远眺。
宋效明 摄

远眺
槟威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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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单憬岗）为将海口
打造成全国医养结合的领先城市，今天，海口市决定
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海口恭和苑健康疗养度
假园区等高端养老医疗机构改革创新，探索出一条
更具可行性的医养结合发展道路。

一幅一尺见方的蓝色布艺蝴蝶装裱在画框里，
栩栩如生。这幅精巧的作品出自在恭和苑健康疗养
度假园区疗养的八旬老人洪邦耀之手。而在恭和
苑，还有数量可观的疗养老人的各类作品，包括书、
画、诗、文，成为这家疗养院的一大特色。

恭和苑是海口在全国率先探索医养结合新模
式的一个范例。自2012年开业以来，在省市两级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引入北京协和医
院、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体育大学等优势健康
服务资源，凭借个性化亲情服务和医养结合的特
色，受到全国各地候鸟老人的青睐，去年荣获全国
社会工作者协会颁发的“最佳养老机构大奖”。然
而，由于是新兴产业，恭和苑面临了诸如淡旺季客
源不均等难题。

省委主要领导获悉后，要求海口市了解情况，
帮助恭和苑解决在市场化改革探索中的难题。今
天，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带队到恭和苑
调研并现场办公。孙新阳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
省委要求，大力发扬“拍拍看”精神，民政、卫生、人
社等部门要放下身段、主动服务、全方位对接。同
时，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恭和苑等养老机构现实
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探索养老机构的共有产权模
式，与海口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加大在社会化
养老医疗方面的合作，将恭和苑优势的养老医疗
人力资源培训力量引入海南，开辟吸引国外优质
客源的新途径，探索出一条更具市场可行性的医
养结合发展道路。

海口加大力度开展医养结合试点

将探索养老机构
共有产权新模式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张
进 姜仕哲）今年6月份是全国第14个“安全生产
月”，主题是“加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按照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今天上午，海南
省、海口市联合在海口明珠广场举行安全生产宣传
咨询日活动，现场向市民发放安全手册，宣传安全生
产知识。

副省长李富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现场，消防、交警、质监、建设、气象、工商等

部门设点宣传，为群众提供道路交通、消防火灾、工
矿及危险化学品企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职工维
权、安全用电、职业卫生、防雷减灾等多方面的安全
知识咨询。活动现场还通过设立模拟体验区、文艺
演出和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群众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事故案例，开展警示
和普法教育。

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但也有一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安全隐
患整改仍不够彻底，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李富
林指出，必须要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全面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整改事故隐患，加强重点行
业、领域监管以及营造安全生产浓厚氛围，深入扎
实做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

我省举办安全生产
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副省长何西庆今天在海
口会见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国务秘书曼安诺一行。

（鲍讯）

何西庆会见柬埔寨
农林渔业部国务秘书

本报槟城6月16日电（陈洁锋）在
马来西亚槟城采访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丝路话古今，寻梦万里行”采访团今天走
访当地主要华文媒体，就媒体转型和扩大
两地新闻媒体合作交流进行深入探讨。

槟城华人族群人口虽然只有50多
万，但拥有良好的阅报习惯。目前，槟城
有光华日报、光明日报、星洲日报、南洋
商报及中国报5家华文报纸。其中，光华
日报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中文报纸之一。

今天上午，采访团走访了光华日报
社，与总编辑王平松、副总经理梁宗宝、
总社采访主任陈健敏等光华日报社高层
就报业发展与媒体转型进行座谈。

光华日报于1910年 12月 20日由
孙中山先生创设，用于在南洋宣传革命，
推翻帝制。目前，光华日报在全马来西
亚均有发行，尤其是在槟城州最为畅销。

王平松说，在新媒体时代，光华日报
一方面通过深耕本地新闻，服务当地华
人族群的主流读者，另一方面也在积极
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推出了光华日报“付
费墙”（e-paper），下一步将打造移动客
户端，以适应当地年轻读者的阅读需
求。面对近年来报业经营的不利形势，
他们也尝试涉足会展业和旅游业领域。

座谈中双方表示，在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的大背景下，海南日报与光华日报能
以互换版面、稿件等形式，资源共享，加强
合作，宣传和展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促进两个友城之间的
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安排此次交流活动的槟城海南友好
协会会长祝友成希望，海南和槟城的传
媒界在各自报道有关“一带一路”的政策
和项目时，多多沟通，交换信息，以便有
助于两地人民更好地了解这一宏大战
略，造福中马两国人民。

本报采访团与槟城
华文媒体座谈交流

就媒体转型和扩大两地
新闻合作进行探讨

■ 本报特派记者 杜颖 周元 曹健

源远流长的互通史，让海南岛与马
来西亚之间以情丝相系。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
月，有都元国……”《汉书·地理志》中所
述，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东南亚
的最早记录，也是马来西亚历史开始见
诸文字的最早记录。

《汉书》记载的“都元国”，是如今马
来西亚丁加奴州的龙运，那里是当年中
印之间海上交流必经之地。上个世纪
中叶，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出许
多中国秦汉两代的陶器残片，证实了文
献记载的正确性。

追溯起海南岛与马来西亚的渊
源，当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副总
会长林秋雅女士将海南大学周伟民、
唐玲玲教授编著的《中国和马来西亚
文化交流史》一书捧在手心时，对乡缘

的记忆就愈发清晰。林秋雅说，“明代
海南先贤丘濬的《送林黄门使满剌加
国序》，一直被琼、马两地学者认为是
海南人出使马来西亚的最早记载，那
位姓林的使节名叫‘林荣’，成化十七
年（1418年）出使满剌加（今马六甲）；
而据《琼州府志》的记载，也可推断出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之前，已有
海南人私访马来半岛。”

海南人成规模迁居马来半岛的时
间，当在最近的200年。文昌考古学家
韩槐凖（1892-1970）考据查出，1830年
曾有船只从海南岛出发前往槟城经商。

马来西亚学界也认为，大量海南人
移民到马来西亚应是1850年以后的
事，槟城则是海南人最早登陆的地点，
随后才分布到马六甲、太平、吉兰丹和
丁加奴等地。1866年，海南人的第一个

“琼州会馆”在槟城创立。这里由此成
为在马来西亚的海南人最集中的地方。

海南人移民马来半岛的艰辛创业
历史充满了坎坷。马来西亚海南会馆
联合会总会长符之庆说，早期的海南
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占据不了重
要经济领域，来到这里最好的状况也
只是开家咖啡馆或理发店，都是一些

“劳多利薄”的行当。然而海南人非常
看重教育，除了自身将赚到的钱多用
于子女教育，百年来，海南会馆也通过
奖学金、贷学金资助海南学子求学，这
使得海南人的后代在马来西亚逐步走
向了高知精英阶层。

今天，无论在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
还是第二大城市槟城，海南人的足迹已
遍布各领域，因乡情所系，很多在马来西
亚的海南人选择回乡投资置业和参与文
化交流。符之庆就曾带朋友回海口、文
昌等地搞开发投资；祖籍文昌的马来西
亚歌手麦英致力于在当地传播推广海南
话，原创了《海南鸡饭》《思念》等不少海

南话歌曲，令乡音悠悠漂染异乡；马来西
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出版了首部海南人的
历史文献《马来西亚海南族群史料汇编》
和文学作品专集《马来西亚海南诗文选
集》；林秋雅自费购买了上千册有关海南
人马来西亚迁徙史的图书，并资助将其
翻译成英文出版。

在槟城，祖籍海南万宁的槟州中华
总商会会长祝友成向首席部长林冠英
举荐海南，为两地牵线，多番努力最终
促成海南与槟城在2013年缔结为友好
城市。2014年，祝友成又牵头正式成
立槟海友好协会，使得两地之间的联络
更加紧密。“为能与海南家乡有更深的
联络，现在槟城已开通了每周两班包机
往返海南，我们盼望着槟城—海口的直
航航线能够尽早开通。”祝友成说。

在马来西亚，我们沉浸着、聆听着，
异乡浓情的呼唤……

（本报槟城6月16日电）

本报采访团在大马感受海南乡亲的热情

乡缘·乡音·乡情

——海南日报“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马来西亚

■ 本报特派记者 周元 杜颖 曹健

晚上7时许，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席
部长林冠英刚刚结束一场会议。得知
来自友城海南的媒体到访，他顾不上休
息，在会客厅欣然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
的专访，那份对海南的关切和重视让我
们倍感温暖。

林冠英是马来西亚13个联邦州属
中唯一的华人首席部长。他执政7年
期间，槟城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外来投
资、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等均有
了很大提升。在林冠英看来，中国提出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贸易为
纽带，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合
作，传递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号，为沿
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发展新机遇。

“作为友城，槟城和海南可以加强
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建设、共同分享发
展经验和理念，搭上‘海丝’这趟发展快
车。”林冠英的语气中充满期待。

发展岛屿经济
基础设施先行

一幅槟城州的规划图挂在会客厅

的墙上，谈到兴处，林冠英起身来到规
划图前为我们介绍情况。

整个槟城州被槟威海峡分成两部
分，除了槟岛，还有位于马来半岛上的
威省。“对岛屿地区来说，与岛外互联互
通的基础设施特别重要。否则，岛屿交
通的局限性将成为发展的瓶颈。”林冠
英说。

目前，槟岛与威省有两条跨海大桥
相连，一条由韩国企业修建于1980年
代，全长13.5公里，另一条由中国企业修
建，2014年通车，全长20余公里。林冠
英说，目前槟城正在推进“两岸三通”工
程，包括三条主干公路以及一条长约7
公里的跨海海底隧道。其中，海底隧道
计划2025年建成，现在已经完成前期招
标工作，中国铁建中标。

此外，槟城还规划建设一条跨海缆
车，本地居民和游客可以通过缆车方便
地往来。

优选产业和项目
实现可持续发展

站在17楼会客厅的窗前，槟岛风
光尽收眼底。海边，一大片红色屋顶的
低层传统建筑，与相邻的现代楼宇，形
成了强烈对比。在那片红色中慢慢品
味穿行，不仅可以看到中式庙宇、南洋
骑楼，还可以看到清真寺、教堂，以及西
式建筑，多元文化在这里汇聚。

“槟城的首府乔治市2008年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市约有3万多间不
同风格的老房子。”林冠英说，为保护这
些老建筑，政府明确规定，老建筑翻新
不能超过5层，而且需要向政府报建，
要求尽量使用传统建材，修旧如旧，保
持外观的传统风貌。

由于保护、修复得当，这些数百年
前的老建筑至今仍在正常使用，或自
住，或开店铺，热热闹闹。整个老街区

不是静态的摆设，而是活态的、充满生
活气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人。

在海南，同样有不少骑楼老街，槟
城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对游客来说，既要饱眼福，也要饱口
福，槟城的美食非常有名。美食虽好，但
难在对摊贩的管理。林冠英说，政府鼓励
发展餐饮业，为摊贩颁发执照并划出专门
的营业区域。对那些有着多年历史、很受
欢迎的路边摊，政府管理也比较人性化，
允许他们在路边继续经营。

槟城还非常看重高科技产业。林冠
英表示，槟城面积小，土地和资源有限，
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一定要优选产业和
项目。此外，槟城还依托本地的医疗设
备制造业和良好的医护服务，发展医疗
旅游，吸引很多印尼人来此疗养。

“槟城与海南有很多相似之处，我
们十分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林冠英
说。 （本报槟城6月16日电）

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谈槟城海南合作

搭上“海丝”快车 共建共享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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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销售地址：

●海南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国贸店
国兴店 龙昆南店）

●家乐福超市（红城湖店、海府店、国
贸店）

●绿滋肴海南特产超市：海口市国贸
大道24号海涯大厦一楼

●海口骑楼小吃街
●海口国贸玉沙路21号京华城
●海口美兰区振南路美舍苑小区临街

铺面16号玉兔庄
●海口秀英区港丰农贸市场A12号

三亚销售地址：

●三亚市解放二路小吃城
●三亚市商品街麒麟巷

正宗儋州粽
哪里卖？
服务热线：

23835500

儋粽飘香，吸引各地游客前往儋州品尝美食

儋州粽子搅热美食旅游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搅热了儋州美食

旅游？
这就是绵软清香、充满魅力的儋州粽子。
粽香越千年。自汉代以来，儋州粽子穿

透了历史的风云。“我爱儋州粽，清香叶味
浓。东坡传佐料，世代夺峥嵘。”此诗传说是
明代一位州守所作，在直抒“爱粽”胸臆的同
时，承接了一代文豪苏东坡的磅礴之气。

情系万里外。从琼岛出发，儋州粽子
跨过了时空的障碍。“儋州粽子，OK！”这是
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法兰克·曼努尔、维多
利亚·莫里斯·奥托的称赞之语。在学习包
粽子的过程中，他们与儋州人民的心灵距
离迅速拉近。

儋粽如诗，黄皮如金。在这样的境界
里，细品刚出炉的粽子香味与成熟黄皮的
果实清香，游客们是否也会激起当年东坡
先生那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
迈与惬意？

人称“贵哥”的网络写手周宗贵说：“我
要在多个社区和论坛上发帖，分享儋州粽
子美味”。

吉林媒体人麻贵云品尝儋州粽子后连
称美味，在儋州大成镇南吉村百年黄皮园
里，他说“与其他水果相比，黄皮真是别具
风味”。

50多位网友、摄友在南吉村“农家乐”
吃到香喷喷的黄皮鸡时，纷纷惊呼，味道太
美了，真是不虚此行！

不仅仅是儋州粽子、儋州黄皮，还有儋
州红鱼、儋州妹仔薯、儋州香芋、儋州蜜柚、
儋州木瓜、儋州跑海鸭蛋、儋州绿壳鸡蛋
等。这些美食特产都受到游客和广大消费
者青睐、热捧。

儋州粽子，正搅热美食旅游。
来吧，到儋州来，在美景中品味系列美

食，定会让您相识恨晚、流连忘返……（平宗）
端午临近，儋州那大家家户户忙裹粽。 吴文生 摄

儋州粽子热销。 平宗 摄

儋州粽子带动了黄皮等水果的销售。平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