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票方式：
1、微 信 搜 索“ 海 南 日 报 ”或 输 入

“hnrb1950”，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
2、在对话框点击底部菜单栏【最美陵水人】

或回复关键词“陵水”，可自由选择【候选人投
票】或【陵水精神投票】。
“最美陵水人”候选人投票：

在展示页中，每个候选人都有对应的编号，
在对话框回复“投票+编号”，输入防刷票验证
码即可完成投票，每人每天可投一票。在展示
页中可显示总投票数和投票名次。
“陵水精神”候选名单投票：

点击图文，选择最符合陵水城市精神的候
选内容进行投票，每人每个账号可投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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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宝宝你不要哭，看妈妈做陶多辛
苦……”5月23日，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石碌镇保突村，面对记者的到来，今
年已年满九旬的黎陶国家非遗传承人
羊拜亮唱起了这首古老的《制陶歌》。

这首歌里讲述的就是古代黎族
妇女们制作陶器的情景，这门黎族人
民传统的技艺，自古以来就由黎族妇
女们所传承。如今，这一传统也不例
外，该村一群“娘子军”们开始将这传
承了千年的传统手艺通过产业化的
方式走向市场，同时也找到了脱贫致
富的法宝，铸造了一个传奇故事。

千年技艺
几近失传今被传承

黎族传统的制陶技艺，保留了我
国新石器时期早期的制陶技艺，是制
陶技艺中的“活化石”。2006年，“黎
族原始制陶技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塑料制品
的大行其道，黎族传统制陶业开始衰
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但在保突

村，羊拜亮老人坚持将这门手艺传承
了下来。

按黎族风俗，制陶是妇女的工
种，传女不传男，有“女制陶男莫近”
的说法。因此，传承人也全部是女
性。如今，羊拜亮老人也将其传给了
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孙媳文月思。

三年前，在黄月英和村中妇女刘
梅珍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黎陶合作
社。随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合
作社里还设立了黎族制陶传习所，带
动保突村200多名妇女在农闲时学
习这门手艺，在抢救濒临失传技艺的
同时，也让她们通过这种技艺来增
收。如今，合作社从制陶工人到负责
人，全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在黎陶产业化中
找到致富路

走进保突村黎族传统陶器合作
社的传习所内，只见这里摆放着黎族
村民们制作的各种特色黎族陶器，除
了碗、钵、盆、罐、蒸酒器等生活器皿，
还有各种神态各异的动物形象的装
饰陶器。

如今，随着昌江旅游的发展，黎

陶合作社里每天都能迎接大批游客
到访，黎陶作为旅游纪念品备受游客
欢迎。据刘梅珍介绍，如今合作社内
有8名固定的制陶员工，她们都是当
地农村妇女，仅仅通过农闲烧制的陶
器一项，就能获得每月2000元左右
的收入。合作社的制陶产业在传播
了黎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一定程度
上带动了当地黎族村民脱贫致富。

“娘子军”们产业化探索的另一
个途径，就是将黎陶制品作为高端
装饰品出售给昌江高档酒店宾馆，
这样大规模的出售，既能让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领略到黎族文化的风
采，也让该村的黎陶走向了产业化、
规模化生产。

如今的保突村黎陶合作社内，已
经安装了现代化的燃气窑，提高了生
产效率。今年年初，合作社接到一笔
大生意：作为订货方的酒店需要500
多件标有房间号的陶罐，总金额达到
了10万元。

希望政府
扶持“互联网＋黎陶”

这笔订单让保突村的黎陶“娘

子军”们看到了希望，但作为合作
社负责人的刘梅珍却居安思危：
如今销售渠道仅仅限于游客购买
和本地酒店订购，渠道单一，黎族
制陶产业如果再谋求更上一层
楼，还需借助“互联网＋”这一渠
道。

“我们也曾想过放在网上销售，
但一直苦于没有掌握互联网技术的
人才。”刘梅珍说，村中妇女们普遍文
化程度不高，甚至一些游客在合作社
里购买黎陶制品时，表示希望使用支
付宝、微信红包等电子方式支付，她
们都无从应对。

刘梅珍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
面对黎族制陶的产业化、“互联
网＋”升级方面进行扶持，让更多
的人通过互联网知道这种黎族传
统手艺。

记者也从昌江旅游委了解到，对
于当地蓬勃发展的黎族制陶产业，该
县也在谋划将合作社的黎陶在电子
商务平台上销售，不久的将来，全世
界的人们将会通过互联网平台，来了
解选购这些有着古老传承历史的黎
族陶器。

（本报石碌5月24日电）

既传承千年黎陶技艺，又找到脱贫致富法宝

昌江“娘子军”的黎陶产业化传奇

国际旅游岛讲坛国际旅游岛讲坛
55月月2828日讲座预告日讲座预告

时 间：5月28日上午9：00～11：30
主讲人：徐日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央电
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

讲座主题：传统文化与旅游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1楼

培训教室（数字阅览室对面）
讲坛办电话：6533578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不需要凭票入场）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张中宝 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什么是“陵水精神”？您觉
得什么表述语最符合新时代的“陵水精神”？您
心目中的“最美陵水人”是谁？从今天开始，

“陵水精神”全国征集活动暨2015“最美陵水
人”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开始启动微信公众
投票，等您来参与。投票截止时间为2016年6
月3日零点。

自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向全国发出“陵水精
神”的征集令后，共收到应征表述语1万多条。

而各地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最美陵水
人”中也有许多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南国都市
报对其中50个典型人物代表进行了采写和报
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根据入选的条件和评选标准，组委会最终
选出了20条陵水城市精神表述语的候选名单，
以及15个“最美陵水人”的候选名单。

从今天开始，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ID：
hnrb1950）开通了陵水城市精神全国征集暨
2015年度“最美陵水人”评选活动投票通道，正
式进入公众投票阶段，公众只要通过公众投票
评选，即可选出最符合新时代的“陵水精神”表
述语和您心目中的“最美陵水人”。

在公众投票结束后，活动组委会将综合微
信及专家投票情况，最终选出最符合新时代精
神的“陵水精神”表述语以及10名“最美陵水
人”，并将在近期举行的授奖仪式上颁奖表彰。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说：“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
陵水精神内在升华，在全县掀起‘人人宣传模
范、人人学习模范、人人争当模范’的热潮，以此
激发全县各族人民热爱家乡、建设陵水的热情
和智慧。”

“陵水精神”和
“最美陵水人”您来定！
评选活动启动公众微信投票
截止时间6月3日

专题 主编：符王润 美编：孙发强

电量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
反映着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状况。

日前，海南电网公司公布售电量数
据，1—4月累计售电量62.4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4.95%，支撑全省经济同比增
长9%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供
给侧改革显成效。从售电量数据看，第
三产业用电量及居民用电增幅较大，尤
其是乡村居民用电增速明显高于城镇居
民，达到15.32%，对用电增速贡献率达
到69.97%，成为拉动用电增速的主力。

对于海南“十三五”取得的良好开
局，省领导充分肯定了海南电网公司所
做出的大贡献，表示将一如既往大力支
持电网工作，共创国际旅游岛的新篇章。

乡村居民用电增长15.32%

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开始，海南省
乡村居民用电增速逐渐攀高，近几个月
用电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

海南电网公司市场部有关负责人指
出，乡村居民用电增速逐月攀高主要得
益于政府近年来实施的扶贫政策。一季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0%，农村居民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拉动了售
电量的增长，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就是
一个缩影。当地生产着全国90%以上的
星月菩提珠串，月产值超亿元。虽然全
镇最大的8家珠串加工厂月用电量总共
不到20万千瓦时，但却带动了相关产业
用电量的提高。据了解，该产业为当地
提供了覆盖全镇30%农业人口的就业岗
位，同时带动当地餐饮、物流、旅馆、机械
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村民富
裕后家家户户添置了很多家用电器，居
民用电量明显增长。

此外，国际旅游岛建设也推动着乡
村的发展。目前，海南正把全省作为一
个大景区建设，全面推进百个特色产业
小镇、千个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国际旅游
岛建设提质升级。这将对电力供应提出
更高要求。

为满足农村居民以及当地发展的用
电需求，2015 年，海南电网公司投资
13.5亿元用于农网改造升级，重点解决

供电“卡脖子”、重过载、低电压等问题。
2016年，海南电网公司启动了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将在“十三五”
期间投资约90亿元，结合推进新型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扶贫搬迁等工作，
积极适应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
电商等新型产业发展以及农民消费升
级的用电需求。其中，选取文昌会文、
琼海万泉、海口大坡三个镇作为示范工

程率先启动，并将于今明两年完成全省
246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

在会文镇朝奎村的村道上，每隔25
米左右就树立起了一根崭新的电线杆。
会文供电所所长说，会文镇中心村的电网
改造已相继完成了复测、运杆、基础开挖、
立杆、放线紧线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电
缆铺设，很快将进行设备安装、拆除旧电
网物资回收、项目验收等工作。

据悉，首批三个试点工程进展有序，
截至5月24日，示范工程整体进度已完
成70%。其中，进度最快的会文镇朝奎
村将成为首个整体改造完工的村寨，6月
8日，该村150多户居民将全部用上新电。

推进供给侧改革显成效

与农村居民用电增长形成对比，受
大宗商品消费需求萎缩拖累，影响采矿、
水泥等行业用电持续低迷，前4个月第
二产业售电量出现下滑。与此同时，供
给侧改革初显成效，全省一产业售电量
同比增长 5.22%，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8.38%，支撑地区生产总值1326亿元，同
比增长9%，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

据了解，为应对外部需求不振压力，
海南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
措并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海南积极推进“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谋划十二个产业、六类园区，开展六
项生态环境整治，开展“投资项目百日大
会战”，以人才引进培训、五网基础设施、

简政放权等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海口“双
创”和三亚“双城”“双修”等提升国际旅
游岛形象，以“海南速度”推进一大批重
大项目建设，高等教育和合作办学加快
发展等，成效明显。

作为海南西部用电负荷中心，儋州工
业用电量占比总用电量达到70%。在工
业面临下行压力下，儋州市加快了对新经
济增长点，特别是旅游地产业的培育。对
此，海南电网公司密切跟踪儋州那大城北
新区、儋州滨海新区房地产等各类项目的
建设与运营用电，确保报装用电畅通无
阻，尤其是服务好2017年7月1日将全面
运营的海花岛1号岛等重点项目。

“十三五”期间，海南电网将紧紧抓
住国家稳增长政策机遇，提前谋划好电
网建设项目储备，2016年继续投资约40
亿元加强海南电网升级改造。积极推动
联网二回工程、配网防风加固等一批重
要项目加快实施，按期完成乐城先行区
配套工程、博鳌机场配套工程等一批重
点项目，进一步跟踪解决供电“卡脖子”
问题，满足全省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用
电需求。 （小文 代进）

海南电网加快推进农村电网改造，积极服务供给侧改革受肯定

海南乡村居民成拉动用电增速主力
1—4月用电增长15.3%,对用电增速贡献率达69.97%

5月18日，会文镇农网改造项目正在顺利推进。 李璐 摄

文月思在制作黎陶。
本报记者 李磊 摄

旅游达人天津分享海口“慢调乐活”生活方式勾勒全域旅游画面。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摄

本报天津5月24日电（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今天下午，由海口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的“轻摄慢城，
从心出发”海口夏季旅游营销推介会暨
轻摄海口沙龙分享会在天津市举办，活
动通过“随手拍”摄影沙龙、“我与海口
的故事”心路分享等创意形式，向天津
的旅行商、媒体和市民推介了热带滨海
花园城市海口的全域旅游新产品。

椰子、清补凉、咖啡……今天的推
介会现场的布置充满了浓浓的海南
味，而“8天不重样的海口”这一重点推
介的闲逛漫游海口夏季旅游产品充满
了浓浓的海口味。记者注意到，这一次
海口推介会的形式与往常不同，几位旅
游达人成为了推介会的“主角”，来自达
人们手机微拍的海口照片成为推介会
的“主题”，旅游达人们海口旅游体验的
分享代替了以往的主持人讲解。

夏季是海南传统的旅游淡季，海
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海口
就是想通过创新性的“轻型发布会+主
题沙龙”的形式，让旅游达人通过海口

“视觉照片”传递海口“双创”后“慢调
乐活”的生活方式，勾勒海口全域旅游
画面，激发天津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
对海口的兴趣。同时，利用天津是京
津冀区域内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这一
特殊“地位”，开拓京津冀地区都市圈
内年轻族群客户群体，助推海口夏季
旅游市场。

展示“双创”和全域旅游建设成果

海口组团赴天津推介夏季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