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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于“丝绸之路咖啡厅”（Silk
Road Cafe）中小憩，或在千年古庙中
净化心灵，或到森林瀑布中戏水，或学
习蜡染、编织……老挝琅勃拉邦，这座
多数中国人不知晓的城市，每年都聚
满了金发碧眼的欧美游客，堪称“国际
旅游城市”。

与海南一样，大自然厚爱琅勃拉邦，
给予了它蓝天白云、温暖的阳光、奇丽的
森林和古朴的传统文化，有游客将这两
个省份比作丝绸之路“项链”上的两颗

“明珠”。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推进中，古老

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今天，琅勃
拉邦省省委书记兼省长坎平·赛宋平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琅勃拉
邦做好了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的准
备，琼琅两省资源相似、产业相近，两省
常来常往，携手合作共赢。

古城一年
吸引40多万国际游客

清晨布施，是琅勃拉邦最美的一抹
橙色霞光，居民们拿着备好的食物，供养
出来化缘的和尚，小城就在这道干净而
静谧的霞光中慢慢苏醒。

琅勃拉邦县是琅勃拉邦省首府，小
城不大，被湄公河环绕，只有几条街道，
但是古建筑保留完好，古色古香，粉墙黛
瓦木制阁楼，居民依然按照传统习俗生
活着，犹如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琅勃拉邦省
琅勃拉邦县有679座有保护价值的古老
建筑物。走进琅勃拉邦就走进了琅勃拉
邦历史。

“琅勃拉邦是老挝最古老的城市，距
今已有千年历史，全省12个县，总面积
1.6万平方公里、人口43万人，琅勃拉邦
县20多万人口、市区5万到6万人。”琅
勃拉省省委书记、省长坎平·赛宋平说，
自1995年琅勃拉邦县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以
来，每年都吸引40多万国外游客，平均

每个琅勃拉邦县人都要接待2位国际游
客。主要是欧美、日本、韩国、泰国游客，
近年来中国游客也逐年增多。

坎平·赛宋平说，琅勃拉邦的发展
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机场、医院、水电
站等旅游基础设施得到了中国的援
助，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到琅勃拉邦投
资兴建酒店、发展畜牧业等，此外中国
每年给琅勃拉邦 100 多个留学生名
额，这些都让琅勃拉邦的旅游业得到
快速发展。

本地居民
吃上“旅游饭”

琅勃拉邦的清晨从静谧的布施开
始，而夜晚则在喧嚣中度过。入夜，附近
的居民会背着大包小包到古街赶集，支
起帐篷，挂起散发着柔和优雅光芒的纸

灯笼，销售着农闲时做好的民族服饰、木
雕、树皮纸做成的灯笼、竹编等民族工艺
品。

坎平·赛宋平说，刚开始发展旅游
时，老百姓不理解、甚至反对，而现在不
少农民做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卖给游
客，也有不少居民将自家的住房改造成
民宿、客栈、餐厅等，也有很多人在旅游
企业中就业，百姓得到了实惠就都很支
持旅游产业。

琅勃拉邦县哝暇村完那烈一家就吃
上了“旅游饭”，母亲在农闲时就织些传
统的民族布到夜市上卖，父亲买了一辆
车搞运输，而他自己从中国留学回来后
做起了汉语导游。“旅游没有让琅勃拉邦
丢失传统的习俗和文化，却带来了新的
生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反而得到了
更好的保护。”完那烈说。

据统计，琅勃拉邦市区有酒店、度假

村54家，家庭旅馆285家，餐馆252家，
去年旅游产业占全省GDP的25%。

优惠政策
期盼琼企到琅投资

虽然琅勃拉邦旅游产业发展较快，
但是坎平·赛宋平认为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我到海南考察过，海南的旅游和
农业发展得非常好，我们非常期待两省
能够合作。”坎平·赛宋平说。

坎平·赛宋平告诉记者，虽然琅勃拉
邦旅游商品得到了游客的喜爱，但是制
作工艺还是比较粗糙，不够精细，质量还
没有达到游客的要求。此外，随着中国
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我们也需要
更多的产品出口，而目前琅勃拉邦生产
的旅游和农业产品都很少，“非常希望海
南企业到琅勃拉邦投资，目前琅勃拉邦

的土地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我们会给来
琅勃拉邦投资的海南企业6年-7年的
免税优惠政策。”

去年，海南省与琅勃拉邦省签署意
向书，达成建立友好省关系的意向。坎
平·赛宋平说，两省同意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共同促进两省人民之间的友好
交往和经济、贸易往来，积极开展农业、
旅游、文化、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琅勃拉邦和海南将尽快签署正式
协议结成友好省。”坎平·赛宋平介绍，
海南到琅勃拉邦的直航也正在商讨
中，通航后将有利于两省的交流。今
年是琅勃拉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20周年，
12月将举行纪念活动，也计划邀请海
南参加。

（本报老挝琅勃拉邦7月1日电）

千年古邑情深 绿色海岛意浓
——访老挝琅勃拉邦省省委书记兼省长坎平·赛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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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旅游旺季和节假日，琅勃拉邦农贸市
场就会出现猪肉、水果、蔬菜等农产品断货的情
况。”老挝琅勃拉邦省农林厅副厅长赛亚盼·那
希今天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农产品的需求量增加了，农产品供应
不足。

目前琅勃拉邦省50%的猪肉依靠进口，大
部分水果也是从泰国、中国进口，旅游旺季和
节日期间蔬菜也时常短缺。由于农产品少，且
依靠进口，价格就偏高。记者在琅勃拉邦综合
市场看到，简陋的摊位上销售着猪肉、鱼、蔬菜、
水果等农产品。每天早上和晚上，大部分居民
和游客在这里购买日用品和农产品。虽然琅勃
拉邦收入水平不高，但是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却
很高。

然而，琅勃拉邦省农产品短缺并非是缺少耕
地。据悉，该省43万人口拥有450多万亩的可用
耕地，平均人均耕地10.5亩。但是，450多万亩耕
地中仅开发使用了一半左右。记者在琅勃拉邦农
村采访时也看到，农民主要种植水稻、旱稻、薯类、
玉米等技术含量不高、经济效益低的传统作物，只
有在城市郊区种植了少量的蔬菜。

赛亚盼·那希说，琅勃拉邦接待外国游客年
增逾10%，今年仅上半年，全省接待外国游客人
数已达20万人次。旅游业离不开农业的发展，
琅勃拉邦省政府也在积极促进老百姓种植蔬菜
等，也有一些中国企业或农民到琅勃拉邦与当
地农民合作，一起种植蔬菜、养猪、养鱼等供应
本地市场。

“海南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与琅勃拉邦相似，
希望海南加强与琅勃拉邦在农业方面的合作。”
赛亚盼·那希提出4点希望与建议，一是希望海
南帮助琅勃拉邦培养农业人才，比如短期和长期
的农业技术培训班；二是希望海南在琅勃拉邦建
立农业科技实验站，帮助琅勃拉邦培育适合本地
的蔬菜水果等作物品种，给老百姓提供种苗；三
是希望海南企业来琅勃拉邦投资建养猪厂和饲
料厂，解决琅勃拉邦猪肉短缺难题；四是琅勃拉
邦农产品加工水平还不高，保鲜技术不好，希望
与海南多交流。

赛亚盼·那希说，海南农业企业可以通过企业
出资金、技术、种苗，本地农民出土地的模式来琅
勃拉邦投资，发展经济效益高的农作物和畜牧业，
带动本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当地农业和旅
游业的发展。

（本报老挝琅勃拉邦7月1日电）

接待外国游客年增逾10%，农产品
却无法自给，琅方期盼：

琼岛“菜篮子”
早日到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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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铛铛——”今天，随着洪亮的敲
锣声响起，“农信杯”中国海南儋州第六
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宣告开棋。

据了解，参加本届赛事的10名棋
手，都是国内外一流高手。值得一提
的是，第一届、第三届冠军卜祥志，第
二届冠军余泱漪，第四届、第五届冠
军丁立人，再赴儋州大显身手。同
时，大赛还吸引了古巴的布鲁松、印
度的萨斯基兰两位国际象棋界顶尖
的特级大师。这使本届赛事更加激
烈和充满悬念。

开棋仪式上，儋州市副市长张华致
欢迎词，热烈欢迎各位选手和嘉宾的莅
临，并衷心祝愿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韦奕、副裁判长肖红，
分别代表参赛选手、裁判员宣誓，表示
要严格遵守比赛规则，赛出风格、赛出
水平。

肖红主持了选手抽签环节，由此决
定的首轮比赛顺序为：卜祥志VS王晨，
丁立人VS韦奕，布鲁松VS倪华，王玥
VS卢尚磊，余泱漪VS萨斯基兰。

本届赛事为期10天，将进行9轮循

环比赛。总奖金32万元，其中冠军可
获得10万元。除了大师之间对垒，还
将开展大师pk全国300名棋手、大师
现场签名赠送棋书、特级大师分享成长
经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叶江川指出，儋州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五届“国际象棋超霸战”，第六届赛
事又将亮点频出，加快了儋州走向国际
化的步伐。他认为，赛事已成为儋州递
给外界的一张城市名片，扩大了城市影
响，发挥了社会效应、品牌效应，使越来

越多的人一提起“国际象棋超霸战”就
想起儋州，一提起儋州就想起“国际象
棋超霸战”。

儋州市市长张耕表示，为建设文化
儋州，实现绿色崛起，经过近年来不懈
地努力，儋州赢得了世人的瞩目，正朝
着既定目标迈进。他相信，“国际象棋
超霸战”为儋州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注入了强大动
力。要继续通过观摩比赛和互动活动，
提高广大市民的智力水平和文化修养，
让国际象棋运动更好更广泛地普及到

全社会，朝高档次、高品位、高水平方向
发展，为加快儋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本届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
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儋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由儋州市文化广电出版体
育局、儋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办，
由海南省国际象棋协会、海南省体育赛
事有限公司、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协办。

（平宗 振安 黄洋）

“国际象棋超霸战”儋州鸣锣开棋
10名特级大师分别对垒，大师们还将pk全国300名棋手

专题

“这是继2010年以来，儋州市连续举办的第六
届国际象棋超霸战，也是我们跟国家体育总局棋牌
运动管理中心新一轮合作的开始，将继续举办5届
比赛。”7月1日，“农信杯”中国海南儋州第六届国际
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开幕，儋州市副市长张华在接
受媒体专访时说。

张华表示，儋州已经连续举办五届国际象棋超
霸战，这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文化体
育品牌，通过国际象棋平台和特级大师的名人效应，
向世界推介了儋州，赢得了世人的瞩目，提高了儋州
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在儋州，国际象棋已经走进学校，走进课堂。5
年来，儋州市有15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共9万多
人学习了国际象棋，其中有23人获得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颁发的棋士证书，2人获得国际象棋二级运
动员称号，6人次在全省国际象棋比赛中获得前8
名；2012年获得第四届省运会国际象棋团体冠军，
2014年获海南省国际象棋精英赛个人1银1铜奖。

今年的国际象棋超霸战呈现了一些新的亮
点。张华介绍，本届超霸战在规模上由以往国
内赛事扩展为国际赛事，比赛除了有近期获得
世界奥林匹克团体赛和世界团体赛冠军的国内
顶尖选手参加，并首次邀请了来自印度和古巴
的两名国外高手。同时，本届比赛还增设了国
内业余棋协大师赛。

此外，从本届赛事开始，儋州将探索新的办赛
模式，考虑减少政府介入，更多利用社会资本，让赛
事更加具有生命力。同时探索进一步借助赛事推
广儋州城市形象，取得更好的推介效果。

张华说，连续举办5届赛事后，儋州对举办国际象
棋超霸战已经具有一定的经验，是时候进行一番梳理
和总结了。要在办好比赛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举
办一个赛事撬动一个赛事产业的发展，发挥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利用与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的合作，充分发挥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
资源优势，增设一些国际象棋超霸战配套关联的衍生
赛事，或者引进桥牌等其他赛事，丰富赛事内涵。更
重要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做大与赛事相关的外
延，把儋州的美食、房子、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社会经
济发展成果跟赛事挂钩打造赛事产业，让更多的人借
此了解儋州，认识儋州，发现儋州的魅力所在。

张华认为，目前儋州的资产价值被市场严重低
估，这跟西部地区交通不便，旅游发展相对滞后的大
环境有关。等到西环高铁一开通，突破交通瓶颈，到
时资产价值没有理由再被低估。儋州正是希望通过
举办赛事，借助媒体报道，借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
员的看法感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大力宣传推
广儋州，吸引更多的人士关注儋州，来儋州旅游、买
房、投资，加快儋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由月）

儋州市副市长张华：

打造赛事产业
加快儋州发展

“从七八岁时接触国际象棋，到现
在，国际象棋已跟‘一日三餐’那样，成
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
天，中国顶尖高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余泱漪接受专访时感慨地说。

余泱漪出生于1994年，湖北黄石
人，现为北京队棋手。他回忆，小时候
在家乡刚学习国际象棋时，报名的学
生很多，但最后坚守下来的就只有包
括他在内的4个孩子。

2004年，刚学棋两年的余泱漪参
加世界少年锦标赛，夺得10岁组男子
冠军。“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就选

定了国际象棋。”他说，“如果不是那次
夺冠，我现在可能在从事其他职业
了。”

2009年5月，年仅15岁的余泱漪
获得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此
后，他多次参加国际象棋大型赛事，迄
今已有21次夺冠纪录。

谈到儋州，余泱漪说，在此举办的
连续六届国际象棋超霸战，他都参加
了，期间曾去过东坡书院、松涛天湖等
多个景点。“儋州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美食诱人，真是一个好地方！”余泱漪
连声称赞。 （平宗 振安 张琳）

中国顶尖高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余泱漪：

国际象棋已成我的一日三餐

尽管是第一次来儋州，但古巴顶
尖高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布鲁松却
没有多少陌生之感。他说：“儋州与古
巴几乎为同一纬度，气候相似，环境很
好，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出生于1982年的布鲁松，在国际
象棋领域属于重量级人物，在多次大赛
中夺冠：2000年获得世界青年冠军，曾
5次获得古巴国家冠军，2次获得美洲

洲际锦标赛冠军，代表古巴国家队参加
过8届奥林匹克赛，获得过8次参加世
界杯的资格，并于2011年打进世界杯
16强，其等级分最高达到2717分。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儋州，也是第
一次来中国，但我感到很亲切、很高兴，
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布鲁松充满期
待地说，“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再来
儋州！” （平宗 振安 张琳 黄洋）

古巴顶尖高手、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布鲁松：

儋州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儋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谢雄峰（中），
儋 州 市 副 市 长 张 华
（右），海南省文体厅群
体 处 副 处 长 肖 建 平
（左），为超霸战鸣锣开
棋。 宗华 摄

⬇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们集体亮相。

平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