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看今朝》海南篇今起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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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成就展现建设豪情

国际旅游岛美景连连，旅游项目
精彩纷呈，游客数每年上一个千万级
台阶，世界首条环岛高铁建成，高水平
医院学校就在身边，“多规合一”改革
打造“全省一盘棋”……《还看今朝》海
南篇充分展现了海南5年来发展亮点，
令人目不暇接。

“看了这部片子，第一个感觉就是
自豪。”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韩小雨回
忆道，几年前，她走遍了各个市县调
研，真切地感受到海南基础教育之薄
弱。但在短短5年间，海南通过实施

“好校长好教师”“一市（县）两校一
园”等工程，教育领域不断实现赶超。

“海南旅游对俄罗斯等国家的吸引
力越来越强了！”看到节目中报道俄罗
斯游客专程来三亚享受中医疗养游，三
亚市中医院工作人员李行说，随着三亚

大力推动医疗旅游等举措的实施，医疗
旅游产业渐渐成形成势，中医也成了三
亚“国际范儿”的一个旅游品牌。

《还看今朝》海南篇也引得省外游
客点赞。“海南新鲜的东西还真多！”
广东游客陆先生赞叹道。他告诉记
者，从节目中他得知海口和湛江竟然
已经有了水上飞机航线，未来这是一
个极佳的旅游选择。

巨大变化印证百姓获得感

今天上午，琼中湾岭镇鸭坡村村
民许环雄观看了《还看今朝》节目。对
片中那句“当岛民很幸福”，他很认
同。他说，去年还是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自己，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养
猪场，不仅在年底脱掉了“贫困帽”，还
盖起了崭新的三层洋楼。“短短几年，
大家腰包都鼓起来了。”

海口市民李建波就住在美舍河凤
翔湿地公园附近，他说，正像节目中介
绍的那样，美舍河水质有了根本性的改
观，“现在我每天都来公园跳广场舞。”
他表示，政府保护生态的同时，也成功
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

三沙市旅游交通委办公室主任郭
勇看到有关三沙旅游的内容后非常激
动。他说，如今吃上“旅游饭”的三沙渔
民越来越多，收入大幅增长，并开发出
了潜水、海钓等水上旅游项目。三沙海
事局干部王虎也表示，确实如片中所
讲，包括民生基础设施在内，三沙设市
以来取得的进步是全方位的，“变化实
实在在，三沙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激励干群继续发扬特区精神

“海南这五年的发展变化有目共
睹，这不是少数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全

省人民共同努力换来的。我们要让这
种进步的速度继续保持下去。”鹦哥岭
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磊说，保护
站工作人员将不忘初心，继续用心血
和汗水浇灌每一片森林、每一棵树木，
保护好海南的生态。

结合自身工作，省生态环保厅厅长
邓小刚表示，《还看今朝》海南篇充分展
示了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海南不能
就此止步。他说，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审
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的决定》，“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的有关部署，促进全省上下转
变发展理念、转换发展动力、转型发展
方式，推动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和平认为，
这部片子有五大突出特点——第一，它
突出展示了海南这五年来的改革发展贯

穿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第二，它突出展示了海南拥
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这一优势，并在
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为海南百姓和
中外游客守住了绿水青山、碧海蓝天；第
三，它突出展示了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经
济特区这一优势，以“多规合一”“旅游警
察”等多个改革亮点切入，鲜活展示了海
南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区精神；第四，它突出展示了海南是全国
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这一优势，从旅
游产品日益丰富、旅游法规日益完善等
不同角度，充分体现了海南用好用足国
家政策的决心和做法；第五，它突出展示
了省委、省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画就了一
幅“山好水好人好生活好”的美丽画
卷。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

央视迎接十九大特别节目《还看今朝》播出海南篇

“海陆空”展现海南发展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一句“还看今
朝”道尽人们回首历
史、立足当下、展望未
来的自信与豪情。取
意于此的央视迎接十
九大特别节目《还看今
朝》，于今天上午播出
海南篇，引得社会各界
纷纷点赞。

看了这期节目后，
许多人感慨，海南的精
彩超出想象。确实，
《还看今朝》海南篇中，
一幅幅美丽的画面，一
个个生动的故事，展现
了这座国际旅游岛的
全新风采。这些画面
和故事所描绘的一个
个发展亮点，也是海南
近5年来砥砺奋进、改
革创新,取得重大成就
的见证。

@C字澄
厉害了我的大海南，未来会更好！

@凭什么不可爱
江山如此多娇，令我辈竞折腰。

@Lin灰尘
我爱死这个小岛了！

@在天地间漫步
河川锦绣如画，江山如此多娇。

@阿阿阿阿阿-婷姐
我爱你海南，我爱你我的家乡。

@虾说扒道
为海南打call！也许我们在海南，

也许在外地！但是看到这个节目，都会
很自豪！很激动！很想家！原来我大
海南是辣么让人想不到！是辣么让人
欣欣向往！原来我的家乡辣么美！

@苏辉煌
海南新天地，三沙美上美。

@渔舟唱晚
文昌航天城压轴整篇报道，我的最

爱，支持中国航天，支持文昌航天城，中
国航天加油。

@Seamove*
阳光、海滩、椰林，这个岛屿充满无

限的乐趣！国庆海南岛五天游，现在刚
好就坐上了“铜鼓岭”轮渡，准备回程，
以后还会再来的！

@希望
看到后面琼中女足，哭了，为琼中

女足点赞。

@平凡的世界
海南纯净的空气和天空常让我有

种时光倒流回二十年前小时候的感觉。

@莫邵梅
瓦是海南人，瓦自豪！

@海陆的距离
美丽海南，我的家乡。魂牵梦绕的

地方，在外游子每次归乡都是一次旅
行。岛民很幸福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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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看今朝》海南篇引起海南干部群众强烈反响

美好新海南 今朝看我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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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陈蔚林 刘操 郭畅 计思佳 林诗婷

“这个节目看得我心潮澎湃！”“让海南人为家乡的成就感到自豪！”“海南太美了！”“特别鼓舞人奋发向上，一定要把海南建设得更美好！”今天上午，中央电
视台迎接党的十九大特别节目《还看今朝》海南篇播出后，掀起收视热潮，许多海南干部百姓纷纷点赞。

他们表示，海南取得的成就不负“还看今朝”的自信，节目中展现了海南砥砺奋进的精神，也鼓舞着我们更加奋发努力，当好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主人公。

点

总书记走过的地方
凤凰岛上风帆竞

2013年视察海南时，习近平总书
记踏足琼岛多地，提出要“加快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
的美好新海南”。近5年来，海南按照
总书记嘱托加快发展，这也让《还看今
朝》海南篇处处流露出“美”“好”“新”的
色调。

节目开场，选择了三亚凤凰岛国
际邮轮港进行直播。2013年，习近平
总书记曾来到这里，要求“海南要加快
形成以旅游业为龙头、现代服务业为
主导的服务业产业体系”。

总书记视察时，凤凰岛邮轮港只
建成了一期工程，而如今，包括两个
15万吨、两个22.5万吨邮轮泊位在内
的二期工程即将建成，这里也将成为
亚洲最大的邮轮母港之一。当年，以
这里为起点的西沙邮轮航线一个月只
有一次，如今一个月有6次至7次。得
益于周边游艇、帆船旅游产业的发展，
邮轮港附近的海上更呈现了帆船相竞
的景象。

三亚玫瑰谷也是总书记当年走过
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习总书记指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当年，玫
瑰谷周边村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短短
几年过去，玫瑰花田成了景区，130多
个玫瑰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年销售额
上亿元，并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村民
致富，人均年收入提高了近10倍。

生态保护
椰风海韵“美爆了”

蔚蓝壮美的南海、绿色深邃的热
带雨林……一幅幅美丽的海陆空画面
让观看了《还看今朝》海南篇的网友再
次惊呼，“海南美爆了！”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最大
优势。我们一定要把国际旅游岛的
自然美、生态美做足，一定要把画面
拍到极致，把海南的美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还看今朝》海南篇节目创
作团队负责人、央视海南记者站站长
毛鑫透露。

“但美丽的东西往往也是最需要
保护的。”毛鑫说，“近5年来，海南践
行了严格的生态保护举措，才让青山
绿水常在，其中很多东西是很新颖的、
令人感动的，所以我们的节目也选择
了一些亮点进行报道。”

在片中可以看到，为了修复南海
珊瑚礁生态，海南科研工作者长期奔
赴南海，潜入海底种植珊瑚。此外，海
南还划定了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海口美舍河治污曾是最难啃的“硬
骨头”。但在节目中出现的凤翔湿地公
园，水流潺潺，鲜花盛开，市民在此休闲
娱乐。生态修复后的美舍河还被列入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片中还提及了海南省委七届二
次全会要求“农村新建住房高度不得
超过椰子树”。毛鑫说，及时报道这
一点，是因为这一看似细小的举措反
映了海南建设美丽乡村进程中不盲
目跟风、不贪大求全、不忘记乡愁的
决心和力度、管理举措更加精细化的
趋势。

经济社会
“当岛民很幸福”

透过《还看今朝》海南篇，人们可
以鲜活地感知，作为海南具有特色优
势的两大产业，旅游服务业和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进行了有效的转型升级。

潜水游、西沙邮轮游、航天游……
精彩纷呈的旅游新业态令人目不暇
接，不少俄罗斯游客甚至专程来三亚
开展中医疗养游。在旅游市场治理管
理方面，海南率先成立旅游警察。
2013年至2016年，海南游客接待量
每年跨上一个千万级台阶，在2016年
突破6000万人次。

在农业领域，节目浓墨重彩地报
道了两件事。一是临高后水湾建成亚
洲最大的深海网箱养殖基地，二是陵
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采取了令人目炫
的先进管理技术，传统农民变身现代
职业农民。近5年来，海南海洋经济
产值增长了54.4%，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20个。

值得一提的是，《还看今朝》海南
篇还报道了琼中女足、鹦哥岭青年团
队、海南本土音乐人等“海南面孔”，引
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在拍摄采访
中，自己也很感动，非常想传达这种追
求梦想的精神。”琼中女足短片制作
者、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记者
何鑫表示。

这看似与“发展”无关，但正如毛
鑫所说：“海南真的是有很多令人感
动的人物和故事，他们正是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发展最不能缺少的精神
支撑。”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片
中群众们“当岛民很幸福”的感慨。

改革创新
特区精神持续发扬

“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作为
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的基因已
经融入海南发展的血脉。“多规合一”、
农垦改革、司法改革……《还看今朝》
海南篇充分展现了海南“改革不停步”
的坚定与豪情。

节目提及，海南“多规合一”改革，
解决了不同规划“打架”问题，推动了全
省“一张蓝图干到底”和极简审批。海
南创新设立了“居”这一兼具居委会和
公共服务功能的单位，为全国农垦改革
提供了经验。海南出台司法改革举措，
扫描二维码，就能跟踪案件进展。从这
些大大小小的改革创新中，不难窥见海
南敢闯敢试、朝气蓬勃的信心。

片中还讲述了海口复兴城互联网
创新创业园里创业者们的故事。在这
里，“每张办公桌都是一个梦想”，有的创
业者宁愿放弃北京等地的好待遇前来

“寻梦”。2015年启动的复兴城项目，目
前整个园区已有235家企业，产业规模
超过80亿元。由此可见，有了政策和大
环境支撑，海南创新创业热潮依然涌动，
活力依然彰显，前景依然无限。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
从未忘记自己承担的改革使命，明年
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海南也将
迎来建省办特区三十周年，“这个特别
节目就是要在压轴部分告诉人们，海
南的改革脚步从未停歇，海南的明天
更美好。”毛鑫表示。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

⬆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
公园。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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