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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黄媛
艳）说走就走的个性游越来越受市民和
游客青睐，但如何让说走就走的旅游玩
得更放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为让
三亚旅游市场更加有序、有品质，树立三
亚放心游品牌形象，日前，三亚市旅游委
和国内知名旅游网站——携程网共同启
动“说走就走，放心游三亚”示范工程。

据悉，此次启动的“说走就走，放心
游三亚”活动，三亚与携程共同执行“双
重认证商家”评选计划，携程网将对首
批20家三亚的诚信商家上线销售，并在
线下对这些诚信商家挂牌认证，从线上
线下多个维度推广认证商家，倾力打造

“放心游三亚”的品牌形象。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通过和

携程的合作，将充分展现三亚高端精品
游的特色，为游客提供更便捷、更放心
的旅游体验。

说走就走
放心游三亚
启动对商家线上线下双重认证

■ 见习记者 李磊

今天上午举办的2015两岸诗会高
端论坛上，与会诗人围绕着现代诗歌
发展的趋势等问题，各抒己见。论坛
结束后，台湾诗人郑愁予、张默接受了
本报记者的采访，针对未来现代诗的
发展，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自
己的观点。

郑愁予 |
中华文化是诗歌的不竭源泉

“南海的中国蓝是古南海的中国
蓝，所有的波涌浪滚都是绽放繁华亿万
……”两岸诗会高端论坛上，满头银发、
精神矍铄的台湾诗人郑愁予先生现场
朗读了一首《南海的蓝是古中国蓝》。

这首诗是郑愁予12月4日来到海
南后触景生情而作，来不及找来纸笔，
随手掏出手机即兴写下。他说，海南是
一个适合诗人创作的好地方，当年苏东
坡被贬海南虽然途中历经波折，但对他
的诗歌创作也是一件好事，他在海南留
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句。

“只要有人在，诗歌就不会死亡、不
会湮没在现代互联网的喧嚣中。”郑愁
予感慨，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给
诗歌创作留下了很多空间，源远流长的
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诗歌最有“性灵”
的诗歌源泉。

郑愁予举例说，东南亚国家有很多
华人华侨，但是在当地学校使用英文、
当地语言交流，在学校、官方场合使用
汉语频率很少。但很多华裔都想延续
中文的传统，希望能够学习汉语，于是

他们办中国传统诗歌竞赛来鼓励学生
从写诗、读诗中提高汉语能力。“这种做
法非常好，中国传统文化也通过诗歌的
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

张默 |
爱读诗的孩子不会干坏事

“现代人需不需要诗歌，当然需
要！现代的年轻人更需要诗歌！”在本
报记者采访时，台湾诗人张默给年轻人
这样的寄语，他说：诗歌的魅力，不仅仅
在于其语言的优美华丽，更在于对人格
情操的陶冶。

自从1949年前往台湾，60余年过
去，85岁高龄的诗人张默发言时依旧是
一口浓重的皖南家乡口音。

“喜欢诗歌的孩子不会干坏事！我

现在85岁了，靠着写诗快快乐乐地过
了几十年。”张默说：“诗歌对一个人的
作用不但限于文学方面，它对于一个人
的修养、素养提升有极大的帮助，我希
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诗歌，爱写
诗歌。”

对于目前诗歌边缘化的现象，张默
表达了担忧，互联网发展以后，读诗歌、
写诗歌的年轻人凤毛麟角。他建议年
轻人少一点上网时间，多接触一些文学
书籍。年轻人会读诗，再学会写诗，这
样能够把自己的文字练好，这是提高个
人修养的一个环节。

让张默欣慰的是，最近几年，两岸
诗歌交流越来越多，特别是每年在海南
举办的两岸诗会，已经成为两岸固定的
诗歌盛会。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台湾诗人郑愁予、张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诗歌不会湮没在互联网的喧嚣中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见习记者
李磊）今天上午，2015两岸诗会高端论
坛暨两岸新书发布仪式在海口举行，
60余位诗人出席本次论坛。

在今天上午的高端论坛上，郑愁予、
张默、秀实、姚月、李笠、陈万好等在内的
60余位诗人学者围绕“现代人是否还需

要诗歌”“诗歌对现代年轻人精神的影
响”等具体问题各抒己见。

省台办主任刘耿在论坛上表示，两
岸诗会在各方支持下，将会成为一个长
期的固定性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两岸
诗歌和文学的发展繁荣，推动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文化建设。

2015“两岸诗会”高端论坛在海口举行

60余位诗人共话诗意中国

本报营根12月5日电（记者王培琳 特约记
者黎大辉）今天，2015年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教学模式”现场研讨会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闭幕，来自全国的100
多名中学校长以及所属学校骨干教师参加研讨会。

琅琅读书声、热烈的讨论声，学生展示自我积
极主动性……这些都让观摩课堂的教师们惊觉赞
叹。昨天，琼中思源实验学校全校24个班同时展
示9个学科的小组合作学习课，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多名校长、教师分别在不同的班级听取了展
示课，并在随后的点评课上对各个学科的小组合
作学习课堂进行了讨论点评。

“此次全国研讨会是基于‘小组合作学习’为
主题的，关于课堂教学改革的全新探讨与各个教
育专家的深入思索，全体教育人士可以在交流后
有新的发现、新的实践。”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
心主任代蕊华表示。

“小组合作学习”
全国研讨会琼中闭幕

■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宝

“珍珠海岸，美丽陵水”。12月5日下
午3时，2015海南陵水城市营销暨旅游地
产冬季推介活动唐山站主题推介会在唐
山万达洲际酒店正式拉开帷幕。同时，18
个陵水优质房企在唐山路南万达广场一
楼中展厅亮相，向唐山市民展示陵水城市
形象，展销陵水优质精品旅游地产项目，
吸引了众多唐山市民前来观展和咨询。

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吴祥维致

辞，介绍了陵水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地
产资源、风俗人情、民族特色资源以及陵
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介绍了
活动的情况，并向唐山市民发出来陵水
定居以及投资置业的邀请。

在主题推介会后，在唐山路南万达
广场一楼中展厅展馆，记者看到，陵水旅
游地产唐山展销会现场已经火爆开场，
每个展位前都挤满了前来索要资料和咨
询的唐山市民。

在此次唐山展销会上，陵水带来了该

县优质精品地产项目，包括东和福湾、钻石
海岸三站、海航YOHO湾项目、荣盛香水
湾、绿城蓝湾小镇、陵水县珍珠湾风情小镇
项目、富力湾、阿罗哈项目、葛洲坝·海棠福
湾、凯文·清水湾度假公馆、珍珠名邸、清水
湾恒大海上帝景、天海香水湾、碧桂园·珊
瑚宫殿、香水湾一号、陵水合景汀澜海岸、
中信香水湾项目、海南景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清水湾）等。

唐山市民吴先生今天下午早早就来
到会场，他说：“我在广播中听到今天这
里展销陵水的房子，之前也去了解过，陵
水各种配套资源很不错，气候也好，因此
也过来咨询一下，价格合适，就想买一

套，冬天去陵水度假居住很好。”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推介会期间，参

展企业推出了多重购房优惠活动，为唐
山市民创造最佳置业良机。同时，在活
动期间，到场的看房者、咨询者及购房者
均有精美礼品赠送。今天的房展现场一
片火爆，第一天就已成交多套。

12月5日至6日，由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主办，陵水县房管局、旅游委等
部门，以及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
2015海南陵水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冬季
推介活动走进唐山，开展陵水城市形象
推介和旅游地产品牌展销活动。

（本报唐山12月5日电）

陵水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冬季推介活动唐山站展销火爆

唐山市民对陵水楼盘“一见钟情”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见习记者丁平）由中
国城镇化促进会、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主办的
海南国际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今天在海口举行。本
次论坛是2015年海南“互联网+”创新创业节的
首场活动，一批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海南
创新创业，为发展建言献策。

本届活动主题为“当新型城镇化邂逅创新创
业”，吸引了来自国土资源部、科技部、中国社科
院、中国城镇化促进会、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
中国海外控股集团、车库咖啡等单位、企业的专家
学者参加论坛。论坛内容丰富，采用“1+5+N”运
作模式，在“当新型城镇化邂逅创新创业”为主题
的主旨论坛之外，还设有5场围绕“创业投资”以
及“互联网与农业、媒体、健康、旅游”的分论坛，以
及N场线上线下自由对话。

副省长李国梁出席并致辞。

海南国际创新创业高峰论坛海口举行

专家学者
助力海南创新创业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王黎
刚）首届“宝岛杯”两岸高尔夫名人邀请
赛5日在海口开杆。

比赛共进行两轮36洞，分65岁以
上组和65岁以下组，设团体赛和个人
赛，设置团体总杆、个人总杆、净杆、最远
距离、最近洞以及多个趣味性奖项。

台湾和海南的高尔夫球交流颇有渊
源，海南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即为台湾同
胞陈清泉于1989年投资建设，随后台商
投资的多家球场相继建成，对海南文化体
育产业投资环境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
用。2009年两地签署《海南省高尔夫球
协会与台湾省体育总会高尔夫球协会建
立民间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6年来琼台
两地先后轮流举办三次高尔夫赛事。昨
日琼台两地签署了《关于海南岛、台湾岛
合作创办“宝岛杯”高尔夫邀请赛协议》，
决定将这项比赛由两地高协轮流举办。

“宝岛杯”两岸高尔夫
名人赛海口开杆

本报那大12月5日电（记者徐一豪）今天上
午10时，在一阵欢快的开场锣鼓声中，2015第三
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在光村雪茄风情小
镇拉开序幕。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东西方文化
的交流碰撞，为中外游客献上了一场视听及味觉
的饕餮盛宴。

本届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精彩纷
呈，不仅有雪茄文化展、雪茄卷制表演、“雪茄朗
姆酒之夜”泳池派对、异国风情狂欢、南美风情手
鼓舞互动、西式婚礼、复古派对等异国情调的活
动，也有儋州书画展、儋州特色美食展、儋州调声
与民间艺术演出等本土特色活动。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耕表示，举办雪茄文
化旅游节，是为了充分发挥雪茄文化旅游节的品牌
效应，使之成为扩大对外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
力的有效载体，从而推动儋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儋州雪茄
文化旅游节开幕

关注 陵水城市营销旅游地产专场推介

诗人介绍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祖籍

河北宁河，1933 年生于山东济

南，当代诗人。1949 年随父至

台湾。重要诗作包括《梦土上》

《衣钵》《窗外的女奴》等12首。

张默，台湾诗人，本名张德

中。安徽无为人，1949 年去台

湾。著有诗集《紫的边陲》《上

升的风景》《无调之歌》《张默自

选集》，其诗曾被译成英、法、

韩、日等文。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 见习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李文录）为
适应新形势下我省志愿服务发展需要，
经省文明委同意、省民政厅核准，“海南
省志愿者协会”正式更名为“海南省志愿
服务联合会”。今天上午，联合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选举产生了
第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明委主任
许俊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近几年，我省志愿服务工
作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平台建设、阵
地建设和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全省实名注册志愿者62.09

万人，注册志愿服务团队4915个、发起
志愿服务项目1.33万个，服务内容涉及
关爱农民工子女等19个领域。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的成立，进
一步扩大了志愿服务团体会员比例，优
化了个人会员结构，其业务范围也将进
一步拓宽，标志着我省志愿服务工作迈
上了新的台阶——服务组织来源更加广
泛，服务活动内容更加丰富，服务组织方
式更加灵活，服务保障工作更加完善。

许俊要求，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
及其团体和个人会员要提高认识，深刻理
解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联合会“联合”“服

务”“促进”“交流”的职能作用。要积极探
索，推动志愿服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要
整合资源，形成志愿服务工作整体合力，
汇聚志愿服务正能量，奏响改革时代最强
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又讯（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张鹏飞）恰逢第30个“国际志
愿者日”，12月5日上午，以“践行核心
价值观 志愿服务我先行”为主题的
2015年海南省志愿服务交流会（以下简
称“志交会”）在海口启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明委主任
许俊出席启动仪式。

本届志交会在省文明委指导下，由
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团省委主办，省志愿
服务联合会、省青年联合会、省青少年希
望基金会承办。志交会现场设置了38个
展位，吸引了来自全省的18个市县、17所
高校、省级直管团工委及相关社会组织携
150余个志愿服务项目参与展示。

启动仪式上，知名演员徐帆，全国道
德模范文兵及海南省道德模范赵红亮受聘
成为海南省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并与与会
领导、嘉宾一同为2015年海南省志愿服
务项目大赛的优胜项目颁发奖牌，为热心
公益、慷慨解囊的爱心企业代表颁发爱心
企业牌匾。

海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
海南省志愿服务交流会启动

12月5日，恰逢第30个国际志愿者日，2015年海南省志愿服务
交流会启动仪式在海南大学联谊馆举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志愿服务我先行

本报金江12月5日电（见习记者操文）12月
5日，“中国省级党报大数据营销联盟2015年会”
在澄迈县富力红树湾召开，海南日报、重庆日报、
陕西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全国16家省级
党报代表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共商海南
旅游地产大数据营销策略，进一步搭建好“海南
地产，全国推介”中国省级党报大数据营销联盟
的经营平台。

为了共建“海南地产，全国推介”中国省级党
报大数据营销联盟，构建房地产广告和代理销售
的经营平台，分享海南房地产业发展成果，各省
级党报签订了联盟公约。据悉，联盟设立理事
会、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理事会为联盟最高权
力机构，由联盟20余家重点省份的党报组成；专
家委员会设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既是联盟理
事会的咨询机构，也是联盟集成技术、数据分析、
创新项目的具体研究机构；秘书处设在海南日报
社，为联盟理事会和专家委员会的常设执行机
构，也是联盟成员在海南联系房产广告业务，在
联盟成员属地开展房产推销活动的合作单位。
联盟公约对各方的义务职责提出了明确规定，并
规定了联盟房地产客户的准入标准。

11月1日，全国省级党报“海南地产，全国推
介”大数据营销平台试运行，海南日报作为发起单
位，充分利用自身媒体资源和各省党报属地媒体优
势，采集、整理全国意向购房者的海量信息，最终为
海南地产企业提供精准的购房数据。

中国省级党报大数据
营销联盟平台海南启动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李军会见了
来琼参加2015两岸诗会的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顾问陈云林，台湾海峡交流基金
会前董事长、海贸会会长江丙坤等主要
嘉宾和诗人。

李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陈云林、江丙
坤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琼台两岛
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文相通，友好往来

源远流长。在经贸往来方面，两地土地资
源、气候优势、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合作
空间广阔；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岸诗会已
经成为知名品牌和重要平台，有力提升
了海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希望下
一步双方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
经贸、文化、旅游、热带特色农业等方面
的交流合作，推动双方合作上新台阶。

陈云林表示，琼台两地的友好合作

由来已久，特别是农业合作基础良好，
文化交流根源深厚。希望双方继续用
好两岸诗会这个平台，进一步深化两地
交流合作。江丙坤说，两岸的经贸交流
是手牵手，文化交流是心连心。希望双
方透过两岸诗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增进了解和互信，为两地合作奠定
更坚实的基础。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参加会见。

李军会见2015两岸诗会主要嘉宾和诗人

本报椰林12月5日电 （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黄艳艳 陈思国）今天，2015中
华龙舟大赛总决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鸣
鼓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参赛队伍
于今明两日在陵水河畔展开激烈角逐。

6日上午，2015中华龙舟大赛总决
赛将举行开幕式，紧接着还将展开职业
男子组100米、青少年女子组100米、青
少年男子组200米、职业男子组200米、
职业女子组200米、青少年男子组500
米、职业男子组500米等7个项目决赛
的奖牌争夺。

据悉，各分站众多强队悉数集结此
次年度总决赛，比赛激烈程度和观赏性
大大增加。

中华龙舟大赛
总决赛陵水开赛

◀上接A01版
大生态四大理念贯穿其中。“大发展”就是要在去
年3市县占全省经济总量40%左右的基础上，力
争以全省1/6左右的土地实现全省经济总量50%
以上的目标；“大开放”就是要为国家的“一带一
路”开放战略、环南海经济圈的发展，甚至为全省乃
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探索、体制创新作出贡献，加快
谋划海口国家级新区；“大合作”就是海澄文一体化
各方都要有大局意识，三市县在规划中都要有得有
失、有取有舍；“大生态”就是三地要在生态保护上
加强合作，共同建设海澄文一体化的生态示范区。

三市县共商
海澄文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