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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少先队员入队活动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叶媛媛）今天

上午，海口市“喜迎十九大 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
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亲子入队仪式在海口
市港湾小学举行，港湾小学329名一年级新生在
家长的见证下系上了鲜红的红领巾，正式加入中
国少先队。

一名港湾小学少先队员表示，今后将牢记少
先队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扬少先队的优秀传
统。据悉，此次活动由共青团海口市委、海口市少
工委指导举办。

今天是中国少先队建队68周年纪念日，除了
港湾小学，海口市少工委还积极发动全市各级少
先队组织广泛开展新队员入队仪式、老队员重温
入队誓词、主题班会等各类主题队日活动，进一步
激发少先队员对少先队组织的向往，增强广大少
先队员的组织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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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天晚上，位于海口海府路上的
海南戏院推出“琼花绽放庆华章——

‘周末剧场’喜迎党的十九大主题晚
会”，近400名戏迷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魅力，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红绸飘，锣鼓响，晚会在琼剧唱

段串烧节目《锣鼓喧天唱大戏》中热
闹开场。整台晚会分为“开锣唱戏”

“悠悠古韵”“魅力新腔”“百花绽放”
“美好明天”五个部分。

随着演员林川媚、陈红月带来的
《红叶题诗》选段——“重门深锁幕帘
垂”唱起，戏迷们再度回味了这部琼

剧发展史上的经典佳作。上世纪60
年代，该剧被拍摄为首部琼剧电影，
现场“中板”唱腔的优美旋律仿佛让
当时的画面浮现眼前。

除了琼剧，晚会还带来了许多与
琼剧有关的歌舞节目。

海南戏院“周末剧场”于9月1日

正式启动，在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的
指导、推动下，以政府扶持和市场化运
作相结合的方式，为百姓提供文化惠民
演出。截至目前，“周末剧场”共演出了
20场，吸引近7000人次观众观看。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肖莺子观看
了演出。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陈
蔚林）记者从今天上午在海口召开的
2014-2016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
（海南省“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
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宣传文化
部门注重题材规划、注重政策引导、注
重资金扶持，文艺创作生产单位组织有
力、培养人才、狠抓精品，广大文艺工作
者深入生活、辛勤创作、精心打磨，推出
了一批富有海南特色的优秀精神产品。

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自1992
年设立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文艺导向、价值取向，在引导我省广
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推动海南文艺繁荣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导向和示范作用，成为引导
我省文艺创作生产、弘扬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讲好海南故事的响亮品牌。

本届省优秀精神产品评选表彰活
动，是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
来，对我省文艺工作的一次重要检阅，
对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经过作
品申报、作品初审、专家评审、部务会
研究、媒体公示等程序，共有35部作
品获得本届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这些作品都得到了社会检验、群众认
可，代表了我省近年文化艺术创作生

产的最高水平。
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

文艺战线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唱响爱国主义主旋
律，把握中国梦时代主题，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抓特色、出
精品的总体思路，科学制定选题规划，
加大创作生产力度，完善引导和激励
机制，培养文艺人才，推出了一批富有
海南特色的精品佳作。

其中，省委宣传部直接负责的电视
专题片《海之南》获得中宣部第十三届

“五个一工程”奖，海口广播电视台创作
的广播剧《永远的更路簿》、省委宣传部
会同长影集团拍摄的电影《老阿姨》获
得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

此外，在影视作品方面，电视剧《天
涯浴血》被中宣部确定为纪念建党95
周年献礼片，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

出；电视剧《宋耀如·父亲》在央视八套
播出；纪录片《望海南》获得中国广播电
视协会举办的第六届“记录中国”一等
奖；纪录片《遇见海南人》在第十届中美
电影节上摘得“中国电视剧最佳纪录
片”桂冠，并荣获第二届伦敦华语电影
节最佳人文旅游纪录片大奖；电影《阿婆
的槟榔》获得第15届俄罗斯阿穆尔之秋
国际电影节外语片最佳女主演奖……特
别是，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纪录
片《我们的更路簿——三沙属于中国的
历史证据》，被译成英语、阿拉伯语、法
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个版本，在央视
多个频道播出。

在歌舞作品方面，舞蹈诗《黎族故
事》获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
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剧目金
奖及11个单项奖；歌舞剧《执着》获得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歌舞诗
《黎族家园》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剧目金奖和最佳舞台美术
奖，入选2017年度文化部国家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剧目；民族
舞剧《东坡海南》、歌剧《红色娘子军》
亮相国家大剧院，实现了零的突破。

古老的琼剧艺术也实现了新发
展：新编历史琼剧《海瑞》获得第十三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入选参评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其中
海瑞的扮演者符传杰获得梅花奖；舞
剧《秋菊传奇》荣获中国剧协举办的第
五届校园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琼
剧《定安娘》《父爱如山》入选全国基层
院团戏曲会演剧目晋京展演。

此外，舞剧《东坡海南》、琼剧《浴
血英魂》、山歌剧《呦呦鹿鸣》等一批剧
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据介
绍，全省文艺战线成果显著，后劲十
足，将创作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
愧于海南人民的好作品。

本报嘉积10月13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璐 潘彤彤）为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深入贯彻省第七次党
代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固定
资产投资工作的部署，省交通运输厅今
天在琼海召开动员会，部署全省重点公

路建设项目“百日会战”活动。
活动涵盖了铺前大桥、琼中至乐东

高速公路、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等8个重
点公路在建项目。省交通运输厅已成立
以该厅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百日会战”
工作领导小组，强力推进活动深入开展。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第四季
度是海南施工“黄金季”，各单位要认清
形势，明确责任，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
务；要以“百日会战”为抓手，发扬拼搏担
当的精神，抓进度、抓管理、抓质量、抓安
全；坚持设计引领，认真组织谋划，争取
白沙快速出口路等新项目早日开工，为
明年重点交通项目推进打下良好基础。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工
程建设局已对“一桥四路”等重点在建

项目进行了目标任务分解，要求今年
12月31日前，铺前大桥桥梁桩基和
桥梁墩台，琼乐高速桥梁工程，万洋高
速涵洞通道，文博高速路基土石方、涵
洞通道、桥梁桩基础、墩柱及盖梁、隧
道工程，昌洒至铺前滨海旅游公路路
面和交安工程都要100%完成。

活动要求狠抓项目质量安全环保，
实行质量要求“零容忍”，严禁牺牲质量
赶进度的行为；确保各分项、分部、单位

工程合格率100%；杜绝发生重大质量
责任事故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保护好
施工区域空气质量、声环境、水环境。

据悉，活动从 10月 1日延续至
2018年1月15日，“百日会战”期间，
省交通运输厅、省交建局将实行倒逼
机制，对各建设项目工程进度采取倒
计时，以旬为单位进行检查考核，对未
完成任务的进行约谈、通报批评甚至
更换项目经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涌现出一批富有海南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

35部作品获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

抓住第四季度施工“黄金季”

我省开展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百日会战”

举办离退休干部书法展
本报万城10月13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

员吴小静）10月 13日上午，万宁市离退休干部
“喜迎十九大”书法展开幕，本次书法展为期9天，
共展出书法作品100幅。

本次书法展作品以“喜迎十九大”为主题，展
出的100幅作品主旨明确，风格多样，用激扬文
字、浓重笔墨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反映伟大祖国的
沧桑巨变，展现家乡的发展新貌。

当天的书法展现场人头攒动，今年58岁的离退
休干部张斯远还特意将一岁半的小孙女带来观展。
他牵着小孙女的手笑称，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书法可
以修身养性、启迪心智，要让孩子从小接受熏陶。

本次书法展由万宁市老干局、市文联主办，市
老年大学承办，市文化馆、市书协协办。

万宁

举办青少年歌咏比赛
本报金江10月13日电（记者陈卓斌）“小船

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今
天上午，在澄迈县金江镇，一首清脆的童声合唱拉
开了2017年澄迈县“童心向党，喜迎党的十九大”
歌咏比赛决赛的序幕。据悉，经过10月9日至12
日的初赛角逐，今天共有13支队伍入围决赛。

待开场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唱毕，《祖国在我
心窝里》《我也有个中国梦》等一系列青少年耳熟
能详的歌曲，也获得了来自澄迈县老城、永发等地
学校学生的精彩演绎。最终，澄迈县第二小学代
表队、澄迈县红光中心学校代表队荣获小学组一
等奖，澄迈中学代表队荣获中学组一等奖。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68岁生日，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纪念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68周年，团澄迈县委、澄迈县教科
局、澄迈县文明办联合举办了本次歌咏比赛。

澄迈

砥砺奋进的 年 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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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十九大
海口“周末剧场”
推出主题晚会

■ 本报记者 刘操 李磊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我们那一代
人的梦想！”近日，在六连岭脚下的万
宁市龙滚镇上城村村委会办公楼内，
94岁的红军战士苏亚英坐在办公室
摞起的“书山”旁，精神矍铄地回忆起
上城村的革命往事。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
万宁的共产党员和各地农军、农民赤
卫队先后撤退到六连岭，六连岭革命

根据地开始建立。“当时，农军、农民赤
卫队就驻扎在上城村，进行武装斗
争。”67岁的上城村原党支部书记符
启益对那段历史耳熟能详。

1928年3月，国民党军对六连岭
革命根据地实行全面的严密控制。为
了支持红军，上城村的群众冒着危险，
化装成商贩，到和乐镇、中原镇等地为
红军购买粮食、药品。“村民乘哨兵打
瞌睡的机会，悄悄地将粮食、药品等送
到秘密联络点，第二天再由出去干活

的群众把物资送上六连岭，送给红
军。”苏亚英说。

1939年8月，日军攻陷万宁，上城
村村民凭着山深林密、交通不便，与敌人
作斗争。“白天轮流放哨，监视敌人，晚上
便到山寮里睡觉，以防不测。”在抗战时
期，上城村内的游击战争从未停止。

在距离上城村委会办公楼数百米
的一片橡胶林旁，是一块宽敞的场地，
符启益指着这里说：“这里就是万宁县
高级列宁学校的地址，原先是茅草房，
现在已经不在了。”史料记载，1931
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需
要大量文化素质高和领导能力强的干
部。同年9月，中共万宁县委和万宁

县苏维埃政府决定在上城村创办万宁
县高级列宁学校。

苏亚英告诉记者，创办学校的消
息传开，上城村的村民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那时候条件艰苦，村民纷纷上
山伐木材、砍竹子、割茅草，帮助红军
筹建学校。经过短时间的艰苦努力，
学校在上城村落成。”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窗外枪声炮声
时常响起，学员在茅草屋里坚持学习。

万宁市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学校的这一批学员，大多成长
为万宁的领导骨干，在万宁革命斗争
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记者行走在上城村看到，一

条条硬化道路整洁干净，一座座漂亮
的楼房错落有致。上城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郭义坤告诉记者，从
2001年开始，上城村的村民在村“两
委”的带领下，改变了“橡胶+槟榔”的
传统思路，将致富突破口放在了荔枝
种植和养殖业上。

目前，上城村的妃子笑荔枝种植
面积已经达到300多亩，养猪合作社里
的生猪存栏量也达到了5000余头，这
些生猪由合作社统一出售，参与养猪
的村民每户年收入都在30万元以上。

“靠着荔枝种植和养猪致富的村民，家
家户户盖起了两层小楼。”郭义坤自豪
地说。 （本报万城10月13日电）

万宁市龙滚镇上城村：

山脚下的革命堡垒 战火中的干部摇篮 ◀上接A01版
推出了一批富有海南特色的精品佳作。电视专题
片《海之南》、广播剧《永远的更路簿》、电影《老阿
姨》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肖莺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长期潜心创作的
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敬意。她希望，各有关部门和
文艺工作者能够着力坚持正确创作导向，站稳人民
立场；着力制定题材规划，讴歌伟大的时代和时代
的变革；着力提高作品质量，打造艺术精品；着力强
化演出传播，提高优秀作品的影响力；着力探索艺
术创新，提升文艺作品的感染力；着力培养文艺人
才，发展壮大我省文艺队伍；着力完善保障机制，创
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为推动海南文艺事
业繁荣发展、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再过几天，党的十九大就要胜利召
开，各地各部门要通过集中展示优秀文艺作品和图
书出版物，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
会文化环境，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上接A01版
南梗村要积极搞好试点，探索出一条以扶贫济困
型共享农庄建设推动农民持续脱贫致富的路子，
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项目建设中要
始终坚持“共有共享共赢”的原则，充分保障农民
利益，使农民通过参与项目建设运营获得股份和
劳务等收益。要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农民生产生
活实际，进一步优化空间规划、建筑布局、产品模
式等。有关部门和项目建设各方要加强协调配
合，加快工作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

省、保亭县有关部门，省扶贫开发公司及相关
规划设计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研究推进南梗村
扶贫济困型共享农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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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九大

10月13日晚，海口“周末剧场”推出主题晚会喜迎党的十九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