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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
评选活动启动

我省可推荐
5名候选人

本报海口 7 月 11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记者今天
从省教育厅获悉，2017年中国福利
会将面向全国开展第十二届宋庆
龄幼儿教育奖评选活动。根据评
选活动实施方案，我省可推荐 5名
候选人。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单位）要
严格按照评选活动实施方案中的评
选条件，民主推荐、自下而上、好中选
优，切实推荐上报符合条件的学前教
育领域的优秀工作者。

每个市县（单位）原则上推选1名
候选人，尽量推荐教学一线的幼儿教
师。往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获得者
不再参评。

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市县（单
位）推荐的候选人进行评选，从中评
选5名候选人。

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299场讲座预告

时 间：7 月 15 日（周六）上午 9：15-
12：00

主讲人：徐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
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发展中的问题与创意开发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不需要凭票入场）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他和同事一起推广设施西甜瓜
10万亩，年产值超10亿元，成为热带
高效农业的典范；他筛选出的哈密瓜
新品种“红冠”和“牛美龙”自推广以
来，因品质优、丰产性好，深受农户和
市场喜爱，成为哈密瓜订单的首选；他
积极引导“北花南移”，作为项目主持
人推广玫瑰花超过2100亩，年产值近
7000万元，成为海南鲜切花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他就是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
院南繁育种海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陈
冠铭。

2000年，陈冠铭大学一毕业，就
来到海南投身南繁工作。远离繁华都
市，地处偏僻乡村的工作地点被前来
看望他的同学笑称为“鸡不生蛋，鸟不
拉屎的地方”。陈冠铭却淡然地说：

“学农的不就得扎根农村跟农民打交
道吗？”很快，在南繁前辈的指导下，他
将研究目光聚焦到了哈密瓜上。

哈密瓜原本是新疆的特产，20世
纪90年代初，吴明珠院士采用设施无
土栽培，在三亚引种新疆哈密瓜试验成
功。如何利用与新疆的季节差，在海南
大面积推广种植哈密瓜，为海南农民增
收，陈冠铭和同事们开始了技术攻关。

怎么将仅仅在实验室种的哈密瓜
转移到田洋种植，怎么从无土栽培到
有土栽培，怎么把大棚的成本降低，陈
冠铭进行一次又一次试验。试验大棚

内的温度普遍偏高，常年都在40摄氏
度左右，但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陈冠
铭常常在烈日当空时，进入大棚记录
数据。白天泡在大棚基地，查看试验
和生产情况，晚上整理数据、查询文
献。最终，从土壤消毒到配方施肥，从
如何密植到病虫害防治，一套成熟的
哈密瓜栽培技术出炉了。陈冠铭毫无
保留地将这套技术传授给农民。
2006年海南种植哈密瓜的热潮瞬间
上涨，从原先的几百亩很快发展到几
千亩。一大批农民通过种植哈密瓜走
上了致富的道路。

种植面积扩大了，陈冠铭跑到田里
与农户交流更勤了。每年冬春季节，是
海南哈密瓜的种植季节，陈冠铭几乎每
个星期都要来到田里与农户交流种植
技术，不断发现并解决农户在生产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三亚求全瓜菜合作社
理事长陈求全说：“陈主任把我们当兄
弟看待，手把手教技术，饿了就跟我们
吃地头饭，渴了就喝地头水，他一点都
不嫌弃，还说自己有抗体，不怕病。”

海南锦田种业有限公司研究员田
书沛是一位育种行业的老专家，说起
陈冠铭也是赞许有加。“他既能把握技
术的领先性，又能把握住市场的动向，
还能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推广，我觉
得这个人很不简单。”

陈冠铭是不简单，他还将适宜温
带种植的玫瑰在三亚试种成功，结束
了海南岛没有玫瑰鲜切花的历史。亚
龙湾国际玫瑰谷负责人介绍，陈主任
给我们设计实验方案，带领科技人员
对土壤进行改良，并利用海南野生蔷
薇做嫁接苗，用两年时间帮我们挑选

了36个切花品种在海南推广。如今，
亚龙湾玫瑰谷已发展成为集玫瑰种
植、玫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玫瑰主题产业园，去年游客流量
高达 130 万人次。产业园采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已吸引了
510余名周边村民入谷就业，人均年
收入近3万元。

现在，陈冠铭正在忙着热带木本
蔬菜和药食同源种质资源收集与开发
利用。他说：“这个项目做好了既可以
丰富冬种瓜菜品种，又可以配合海南
越夏蔬菜、退果还林和橡胶林替换计
划，农民、市民都受益。因为我们做农
业科研，关键还是要让成果造福农民，
造福社会，给社会带来价值。”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7 年
7月11日04版）

“让成果造福农民，造福社会”
——记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南繁育种海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陈冠铭

我省两名教师候选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公众可通过网络投票支持他们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唐璨）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推选委员会日前启动了2017年
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我省林明祥、
屈韬两名教师进入候选范围，接受公示及投
票。

林明祥是海南师范大学教授，从教33年来，
他一直坚持以“好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致
力提高“德、智、体、技”，勤于耕耘，大胆创新，形成
了“教学活、训练实、重启发、育能力”的教学风格，
为海南省中专、中学培养了多名体育学科骨干、带
头人。

屈韬是海南中学教师，从教20年来，他一直
坚持以情育人，无私关爱着每一个学生，经常从
经济上和心理上帮扶家庭贫困学生和学习困难
学生。在教学中，他实践着“严于律己，率先垂
范”的信条，坚持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兢兢业业，
以扎实的学识和突出的教学水平培养了许多优
秀学生。

根据活动安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教育报刊登候选人名单及简介，教育部门户网
站、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青在线、央广网、
中国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
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等开辟专题网页刊登候
选人名单及详细事迹，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
投票。

公示和投票日期为2017年7月6日至7月
20日。公众可登录相关网站，为您支持的教师
进行电脑端和手机端网络投票。

7月11日，参加首期“关爱成长营”之“援爱行动”城乡互动体验活动的孩子们在学做蛋糕。当天，
由共青团海口市委主办的“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正式开营。该活动属于公益免费报
名参加，其中特别为农村儿童设置了“关爱成长营”系列活动，通过结对关爱、亲情陪伴、爱心捐赠等方
式，助力城乡少年儿童素质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暑期公益夏令营开营

“关爱成长营”
关注农村儿童

中央媒体看海南

专题 主编：刘梦晓 美编：陈海冰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全球征名活动获奖名单揭晓

5万现金+终身VIP免费入园大奖花落谁家？
持续一个月的“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

乐园全球征名活动”日前完美收官。自6月上
旬活动启动以来，各界反应热烈，累计参与活
动的人数接近6万人。经过内部评审及网络投
票，内部专业评审团正式公布活动结果：网友
刘海燕命名的“圆梦岛”以9821票夺魁，获得5
万元现金+终身VIP免费入园资格！除此之
外，各类奖项获奖名单亦同步公布。此次征名
活动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及美誉度。

评选活动竞争激烈
“圆梦岛”作者赢得大奖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已于6月9
日-6月22日完成名称征集，通过5天的慎重
筛选，内部专业评审团在近万个参赛作品中评
选出了30个候选名字。在6月28日-7月9日
的网络投票阶段，此次活动也得到了各界人士
的积极关注，近5万人参与线上投票。大家对
于能参与“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超大型影视
娱乐王国的征名活动抱有极大的热忱。在热
火朝天的网络投票过程中，主办方还慷慨地设
置了“手气顾问”奖，从投票参与者中抽取2000
名幸运儿，发放总金额为10000元的现金红
包。最终，11个带有“幻”、“梦”、“奇”、“乐”等
奇幻色彩兼具美感的命名在30个入围名字中
脱颖而出，分别产生“首席命名官”1名、“荣誉
命名师”10名。其中“首席命名官”获得50000
元现金大奖+终身VIP（终身免费入园资格）；

“荣誉命名师”获得2000元园区餐饮券+1年免
费入园特权。评审团还将从所有参赛者中抽
取100个幸运创意人，赠送开园家庭套票（两大
一小）大礼。

备注：“幸运创意人”获奖名单于官方微信公
众号“长影不夜岛”公布，敬请关注。

园区设有迎宾区、中国区、德国区、英国区、荷兰
区和西班牙区六大园区。项目丰富多彩、独特新颖，
包括楼兰双塔（裸眼3D室内极速跳楼机）、郑和下
西洋（战船）、激光影院、欧洲翱翔、过山车、“拯救灵
山”电影大冒险、鬼怪城堡、听音影院、激流勇进、动
感球幕影院、4D影院、特技电影拍摄片场等。目前
六个园区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建设，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这艘文化产业“航母”会以王者姿态，破浪前
行、耀世启航！

迎宾区 本区主要功能为商业、售票厅、地上地
下车库。通过光影构建的时光隧道，带领游人穿越
电影时光长河。

荷兰区 园区设立露天剧场、主题餐厅、教堂、
芝士屋等风情建筑。以体育彩票竞猜为核心功能及
亮点，包括电竞比赛、体育赛事、电影娱乐等多种竞
猜方式，提供丰富多元的娱乐体验。荷兰区将打造
为融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一体的二十四小时运转
的综合乐园。

德国区 园区主要功能为商业、餐饮、娱乐。游
乐项目包括：激光影院、欧洲翱翔、过山车等，同时设
立了啤酒节体验区等多个体验区域。

英国区 本区的游乐项目包括：拯救灵山电影
大冒险、鬼怪城堡、听音影院、激流勇进、爱丽丝梦游
仙境等节目，将英伦风情融入声光电艺术，打造出超
乎想象的空间沉浸感。

中国区 本区游乐项目包括：楼兰速降塔、郑和
下西洋巨船、中国渔村（景观）、沙漠绿洲（景观）、电
影博物馆等娱乐节目，是一个集合餐饮、商业、娱乐
的综合园区。

西班牙区 园区包括飞车特技、4D红酒坊、球
幕影院等娱乐节目，既能让观众感受生死时速的刺
激，又能探索太空星河的广袤无垠。

本版策划/统筹 见阳 李言
图片由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提供
（本版内容最终解释权归长影海南“环球100”

主题乐园所有）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效果图。

近日，活动主办方将陆续为首席命名官、荣
誉命名师颁发奖金和奖品，为100名幸运创意
人赠送开园家庭套票。主办方工作人员表示，
赢得入园特权、家庭套票、园区餐饮券的获奖
者，须凭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开具的
获奖证明函在开园期间兑换奖品；现金奖获得
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主办方代扣代缴）。活
动主办方将于30个工作日内，安排专人联系
领奖。

（联系电话：0898-68703276，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30-17：30）

网友群策群力
共筑国际旅游岛建设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全球征名活
动，自6月9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数万名
网友关注，在近万件参赛作品中，不乏具有时代
性、趣味性、历史性、世界性的好作品。在入选
的30个名字当中，30%的名字都带有“梦”字。
网友们表示，“环球100”这一超大型的影视娱
乐王国，将搭建起中国电影产业走向世界与世
界电影产业走进中国的时代桥梁，成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面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载体。这一张
崭新的世界名片，是“中国梦”的最佳实践者！

“梦”这个字，当仁不让。

除此之外，入围的名字也有很多直观、响亮
的作品，既考虑了主题乐园的“奇幻”元素，又带
有浓郁的海南色彩，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
和展望息息相关。

主办方：通过征名
向世界传递长影海南声音

据了解，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是一个
集影视制作、影视娱乐、影视商务、影视演艺、影
视教育、影视传媒、影视科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超大型国际化电影产业基地，堪称世界级电影
娱乐王国。娱乐项目包罗万象、全世界的精锐
几乎一网打尽，将电影的独有魅力与高科技无缝
融合，并增添娱乐元素，填补了海南乃至全国在幻
境娱乐领域的空白。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的
开园，将为海南旅游吸引更多中外游客，拉动巨大
消费需求，成为国际旅游岛的形象窗口和发展引
擎，以海口的地标姿态，提升琼北旅游热度，实现

“日月同辉满天星”的全域旅游格局。

长影海南“环球100”
缔造电影娱乐王国

据悉，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位于海口
南海大道边，计划总投资380亿元人民币，是海

南省重点工程、海南省文化产业一号工程，堪称
影视娱乐产业的“巨无霸”。项目从理念定位、
设计规划、投资规模到内容设计，都体现了中
国特色、国际视野。它还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一个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
代表作，一个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平台。
主体建设内容上，项目配备有一大国际电影高
峰论坛永久会址；二大特许经营试点体彩；三
大电影主题公园；四大影视产业中心（国际影
视交流中心、交易中心、展示中心和培训中
心）；五大国际名人工作室（国内外名导演、名
编剧、名制片人、名演员、名经纪人工作室）；
六大国际影视研发制作基地（国际乡村电影创
作基地、影视后期特效制作基地、影视动漫创
作基地、微电影创作基地、影视新媒体研发基
地、影视外景拍摄基地）。

长影海南“环球100”主题乐园：
电影娱乐终极目的地

作为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的序幕板
块，主题乐园聘请了七支世界一流的设计团队
主持规划，原汁原味地展现各国人文艺术与建
筑特色。园区的游乐项目全部采用业内最先进
的影视特效技术，娱乐设备则由美国、英国、意
大利量身打造、特别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