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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出访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归来

本报讯 应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副州长
阿米尔然诺夫、塔吉克斯坦文化部部长奥鲁姆
别科佐达的邀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于9
月11日率团访问上述两国，于9月18日结束访
问回国。 （鲍讯）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记者邵长春）日前
有关媒体报道了我省海岸带环境遭到破坏等问
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
此事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对海岸带存在的突出
问题从严查处整改。

对此，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开展
全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突出问题整治再“回
头看”督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省政府决定由6个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
查组从 9月中旬开始再次进行“回头看”督
查，切实巩固全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
查成果，促进海岸带环境资源可持续保护与
利用。

《通知》明确了再“回头看”督查的主要内
容，重点督查海岸带保护与开发专项检查后整
改不到位以及检查后新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
并依据职责分工和履职情况按照有关规定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通知》要求，沿海各市县、各检查组要高
度重视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突出问题整治再

“回头看”督查工作，特别是媒体报道反映的
突出问题，以及海岸带专项检查整改不到位
及检查后新暴露出来的问题，必须进行逐宗
排查、严肃处理；沿海各市县政府要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针对海岸带环境资源突出问题出
实招、出硬招，切实建立巡查制度，依法查处
海岸带环境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海岸带
生态环境修复和综合治理，规范近岸及近海
水产养殖。

同时，各检查组要加大对海岸带违法违规
问题查处整改的监督力度，确保违法违规问题
彻底查处到位，部分海岸带生态环境破坏情况
得到有效扭转，并要分清突出问题的政府责
任和企业、单位、个人责任，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责任，促进建立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长效机制。

我省开展海岸带
整治再“回头看”督查
将严肃追责相关责任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多位现场观看过歌舞诗《黎族家
园》演出的首都文艺界人士为这部反
映海南黎族人民生活与精神风貌的优
秀舞台作品点赞，浓郁的生活气息以
及精美的艺术效果让这部金奖作品实
至名归。

从生活出发创作民族
艺术佳作

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北京舞蹈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吕艺生说，剧目
从民族生活上出发，在歌谣、民俗方面
下功夫。“中篇·厚土”中的《山兰谣》
《舂米谣》《吸酒谣》《织锦谣》这四首
“谣”构成剧目核心，也是作品的“魂”。

“前三个‘谣’都和生产有关，最后
一个‘谣’反映的就是丰收的喜悦。这
几段都紧贴黎族生活，富有生活气
息。”吕艺生说，像《织锦谣》这一段形
式感很强，既把生活里的织锦场面展
示了出来，又表现了经过艺术创作的
织锦舞蹈。欢快、新颖的节奏和形式
让人们进而联想到黎族人民编织自己
美好生活的景象。

吕艺生对舞台设计方面也给予

了肯定，舞台突出展示海南风光，通
过现代科技呈现了层次感、朦胧感，
犹如五指山上的雾一样，显得特别
美。舞美和歌舞配合非常紧密。现
场演出时观众反响热烈，获得了较好
的剧场效果。

全方位呈现黎族家园美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欧建平首先肯定了此次《黎族家园》

“突破重围”，斩获五个金奖之一非常

不易。
“这台演出的内容非常丰富，序幕

《啊！袍隆扣》纵情歌颂了黎族的大力
神始祖，男子鼻箫演奏的《原色图》则
再现了地道的黎族民俗音乐，而更多
的节目则是根据黎族人民的劳动和生

活创作的，比如女子群舞《舂米谣》和
《织锦谣》等。此外，还有炫耀黎族男
性风采的情景歌舞《山坡上》、群舞《吸
酒舞》等，歌唱爱情生活的女子情景歌
舞《出嫁舞》、男女歌舞《三月三》等，赞
颂大自然美景的男女群舞《万物生》，
加上栩栩如生、以假乱真的舞美效果，
将我们带进了黎族人民至今生活的大
美青山绿水中。”欧建平认为。

具有生活底蕴的民族
文艺精品

中央民族歌舞团创研室创作员、国
家一级作词王晓霞认为，作品具有浓郁
的南国气息，经过对黎族生活的提纯和
锤炼，呈现出了一部具有“精神向度”的
文艺作品。

“通过舞台灯光和舞蹈形式，把绘
画的色彩、美学的意境呈现在舞台
上。例如，《狩猎图》中，舞美灯光所营
造的原始森林的效果，令人身临其
境。”王晓霞说。

王晓霞说，主创人员在文化上有思
考。非遗等独特的民族符号表达黎族
独有的属性，通过歌舞展现出生命不
息、代代相传，一个梦的传递和憧憬。
还有就是整部歌舞诗的唯美。在篇章
之间，主创人员用了鼻萧等文化元素作
为过度和切换，让人感觉非常自然和舒
服。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

歌舞诗《黎族家园》获专家点赞

把观众带入大美黎家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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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当事人姓名
苏中强

李建城

王亚陵

黎祖坤

罗惠妮

陈继才
李玉器

覃克安

蔡有华
蔡森

袁光禄

黄柳杏

陈若芳

张玉萍

谭鉴德
符小乙
陈玉娥

王兴胜

陈明荣

熊芳

温荣
吴淑高
林琼霞
郑雨琴

容美
曾元代
陈求忠
陈求英
王克财

秦红伟

熊金柱

陈丽娟

刘福文

魏柳英

主要犯罪行为
在租住出租屋内使用“无根豆芽素”“增白剂”、防腐剂等添加剂
生产豆芽，并将生产的豆芽在陵水县老市场进行销售。
在租住出租屋内使用“无根豆芽素”“增白剂”、防腐剂等添加剂
生产豆芽，并将生产的豆芽在陵水县老市场进行销售。
在租住出租屋内使用“无根豆芽素”“增白剂”、防腐剂等添加剂
生产豆芽，并将生产的豆芽在陵水县老市场进行销售。
在租住出租屋内加工熟食肉制品时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猪耳
朵毛，并将加工好的熟食肉制品在秀英大道市场上进行销售。
在租住出租屋内加工熟食肉制品时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猪耳
朵毛，并将加工好的熟食肉制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在海口市城乡结合部捡拾、低价收购病、死猪，并在未经许可情
况下私自屠宰后在秀英区海波农贸市场进行销售。
从非法渠道购进未经批准进口、无药品标准文号或标准文号的
坐骨腰痛灵、风湿骨痛灵等药品，并主观故意销售给琼海市乡村
卫生室。
在未办理药品生产、经营许可手续的情况下，从广西等地购进多
种中药材，假冒某企业生产假劣中药饮片，并销售给海口市内多
家药店、诊所。
在租住出租屋内使用工业松香脱猪毛和过氧化氢浸泡加工鸡
爪，并在澄迈福山市场进行销售。
在未取得医师职业资格的情况下，非法使用米非司酮片、米索前
列醇片在出租屋内为孕妇进行终止妊娠手术。
在家中作坊宰杀鸭子时使用工业松香脱鸭毛，并在其昌江县石
碌镇第一市场摊位进行销售。
从非法渠道购进29种未经批准进口的假药，在未取得《药品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商行进行销售。
在家中作坊制作豆腐时添加硼砂，并在其洋浦干冲市场摊位进
行销售。
从非法渠道购进未经批准进口的“活血丹”等假药，并在其经营
的药店销售
在家中作坊制作卤肉时，使用工业松香脱猪头皮毛，并在其儋州
市那大镇先锋市场2-4号摊位进行销售。
从非法途径购进来源不明的假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家中
将假药虚假标识“胃丸”“痒丸”等药名和主治及用法用量，并在
小摊上私自销售。
在家中作坊宰杀鸭子时使用工业松香脱鸭毛，在其洋浦普瑞农
贸市场摊位进行销售。
在家中作坊使用甲醛、氢氧化钠、过氧化氢等浸泡加工牛百叶，
并在其位于海口美兰区东门市场18-19铺面摊位进行销售。

在家中作坊制作卤肉时，使用工业松香脱猪耳朵毛，并在其陵水
县中心市场摊位进行销售。
在家中小作坊加工米粉时添加硼砂，并在其抱由镇第一农贸市
场摊位进行销售。
在家中小作坊加工米粉时添加硼砂，并在其抱由镇第一农贸市
场摊位进行销售。
在其经营的食品加工厂使用过氧化氢浸泡加工鸡爪，并销售到
海口、儋州、琼海等地农贸市场。
从非法渠道购进含“西地拉非”、“他达拉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
"久力神黄晶枸杞胶囊”，并送货销往海口多家药店进行销售。
在未办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手续情况下，勾兑、灌装某品牌白
酒，并销往海口、文昌等地酒行和饭店。
在家中作坊加工粽子时添加硼砂，送往琼海部分酒店进行销售。

低价收购病死猪，在家中准备屠宰后销售。

在家中作坊加工米粉时添加硼砂，送往屯昌县坡心镇饮食店和
在集市市场零售给居民。

罪名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销售伪劣产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判决时间
2014.11.12

2014.11.12

2014.11.12

2014.12.31

2014.12.31

2015.2.13

2015.3.17

2015.3.17

2015.4.14

2015.4.17

2015.4.20

2015.4.23

2015.6.18

2015.8.28

2015.9.6

2015.11.18

2015.12.18

2015.12.28

2016.2.29

2016.3.29

2016.4.7

2016.4.9

2016.4.22

2016.5.26

2016.8.18

2016.8.25

——

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扇园坡一街26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建路224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扇园坡64号

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宿舍区

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化工二厂宿舍区

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富教村

琼海市南俸农场机关宿舍

海口市龙华区山高村16-1号对面

澄迈县福山镇红旗坡路三巷

三亚市荔枝沟中学宿舍E栋502房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第一市场内

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金圣楼商铺12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海勤居委会春阳居民组39号

临高县临城镇兰河村156号

儋州市那大镇南丰公路110千伏电站旁

海口市龙华区富兴街27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五山居委会四街24号

海口市美兰区锦山里二排9-6#129号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沿河二巷22号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装卸站宿舍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抱北村村口

海口市秀英区金鹿工业园区

海口市龙华区华侨新村别墅区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新东村

琼海市嘉积镇温泉墟益群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人民北路海汽昌江汽车站家属
区附近
屯昌县坡心镇新民路36号

判决结果
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八千元。

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六千元。
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

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拘役六个月，缓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四万元。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四千元。

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
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七万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七千元。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已于2016年7月29日开庭，罪名成立，待量刑后
宣判。

2013年12月新的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以来 ，省级和各市县食药监管局采取问题导向 、靶向整治的治理方式，真抓严
查，会同公检法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经过一轮又一轮排查，全省共端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黑窝点”200
余个，有34人被判刑，数量是前些年的数倍，有力打击和震慑了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 ，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全省各级

食药监管局将保持严打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 ，让海南的食品药品安全状况每年都有实实在在的明显好转 。消费者若发现食
品药品安全问题，请及时拨打12331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海南省2014年以来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一览表（34人被判刑）

注：
①甲醛是强致癌物质，长期食用低剂量甲醛可引发癌症。②长期食用含有硼砂的米粉、面条等食物，会引起食物中毒，甚至导致死亡。③工业松香里含有铅等重金属和有毒化合物，人食用了这种畜禽肉，体内的铅和毒素日积月累就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伤害甚至是致癌 。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9月19日

歌舞诗《黎族家园》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上接A01版
以海南黎族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
为创作主题，该剧目斩获金奖实属不
易。

这份“不易”，无论是主创人员，还
是负责演出的海口市艺术团、海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年轻演员们
都深有感触。

《达达瑟》《黎族故事》……海南本
土并不缺少有关黎族的舞台艺术作
品，而且每一部都曾达到过新的高
度。长年累月的积累加上黎族之于海
南的独特性，让蒙麓光和主创人员们

决定再做一部反映黎族人民生活和精
神风貌的作品。如何做到有所突破？
蒙麓光说，不同于以往凸显黎族人的
生活等一些直观的表象，这一次，主创
人员希望可以通过多种表现形式传递
更为深层次的情感与民族精神，反映
黎族世世代代得已传承的信念，勾画
出他们的精神世界。

创作上要有提升，形式上更要有
创新。主创人员从黎族生活出发，巧

妙地将富有民族元素的生产工具、乐
器等融入歌舞表演。在8月23日海
口公演及9月2日、3日北京演出上，
制陶、织锦等非遗项目的展示以及艺
术化的呈现，赢得观众们的热烈反
响。同时，作为一部歌舞诗作品，不少
海南本土的知名民歌也被用进了剧目
之中，哈鹰组合的原生态《围猎歌》和
梁伟琪的《古陶吟》都给首都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整个剧目从歌、舞多个方面

表达“诗境”。
剧目的“高起点”也为演员们带来

不小的挑战。例如，为了突出真实感，
在尾声部分，舞蹈演员们要在舞台上
亲自演唱《隔久不来这个村》，不少内
地来的演员则需要在排舞间隙一个
音、一个音地去记。

“美！”在北京、在海口，每一场演出
后，观众还有专家们都情不自禁地用这
个字形容整场演出。不负众望，“美”剧

《黎族家园》在获得剧目金奖时又一举
拿下“最佳舞台美术奖”。现代的科技
手段和极富巧思的创意，让海南岛的椰
林婆娑、黎锦的美丽多变一一展现在观
众面前。灯光舞美和歌舞本身的高度
融合更是丰富了现场观感。

9月18日，蒙麓光和几位团员们
从北京飞回了海口。蒙麓光说，获得
金奖后，主创团队计划为该剧目打造
两个版本，一个是惠民版，将演出送去
基层；另一个是旅游版，争取让剧目落
地成为旅游演艺精品。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

艺术之美绽放民族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