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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我与海南
30 年”多媒体作
品，并为您喜欢的
作品投上一票。

投稿方式
（1）通过活动组委会邮箱3282364850@qq.

com投稿，邮件标注【我与海南30年】-作者姓
名、联系方式、作品介绍。

（2）通过海南日报、南海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天涯社区、新浪微博等投稿。
联系电话：0898-66810153。

■ 黄一鸣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至今30年
了，30年来，海南经历了无数个起起
伏伏，改革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从偏远落后的边陲小城，到人
们向往的旅游度假天堂，海南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的海南面貌一新、前程似
锦。如果不用摄影记录它变迁的轨
迹，人们很难凭记忆回想它发展的
历程。30年来，作为一名摄影工作
者，我一直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海
南的发展变化。从黑白到彩色，从
胶片到数码，手中的相机换了一台
又一台，我始终是海南发展历程的
忠实记录者。

30年来，我拍了10多万张底片，
拍摄对象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
从城市到乡村，从企业到机关，拍摄角
度从空中到地面，许多图片已经成为
海南的经典影像，被国内外收藏机构
收藏，这些经典摄影作品还获得了包
括中国摄影金像奖在内的许多荣誉。
《建省挂牌》《东湖人才墙》《人才招聘
处》《请保姆》《电脑时代》《雨天的摆渡》
等作品被多家媒体选用。

《建省挂牌》这幅作品不同于其
他领导揭牌照片，它记录的是海南建

省揭牌前一天工作人员在当时的省
政府门口悬挂“海南省人民政府”标
牌的瞬间。1988年4月25日，我在
海口市海府路看到一辆人力三轮车
运着这块标牌，便问三轮车夫“这是
要运往哪？”“往政府大门口呀。”他回
答我。我想，明天（4月26日）是海南
省成立揭牌的日子，这块标牌今天一
定是要挂上去的。因此，我快速回单
位拿上相机紧跟其后。果然，工作人
员正在为挂牌做着各种准备，我也认
真地记录下了这一经典瞬间。作品
拍摄后一直到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
年纪念日前后才发表。

那时的胶卷十分紧缺，海南建省
仪式当天我节约着拍了两个彩色胶
卷，这些照片现在都有了很高的史料
价值。省委揭牌时我没有拍到大场
面，原因是唯一的制高点——路灯工
程车上的位置被别人占了，警察也不
再允许其他人上去，因此我只好挤到
时任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前面
去抢拍，由于围观的群众和采访的记
者众多，场面难以控制，好几张照片
都拍虚了。省领导们在省委揭牌后
步行到百米外参加省政府揭牌仪式，
我也一直在前面跑步拍摄，吸取了在
省委揭牌时拍摄的失误，抓紧拍摄了
大场景，还拍到了少先队仪仗队奏乐

的画面。揭牌仪式简短热烈，许多人
兴奋地在标牌前拍照留念，久久不愿
离去。

《东湖人才墙》也是一幅使用频
率较高的作品。建省前后的一段时
间里，上岛找工作的大多求职者都是
通过位于海口东湖边上的“人才墙”
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这里
每天聚集了大批的求职者，成为了闯
海人临时的会面场所，各式各样的人
物，场面壮观。我常常特意经过这里
拍摄照片。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拍摄的纪实作品《请保姆》《卖
弄》《找信息》都是在这一带取材的。

《找信息》记录的是一群刚上岛
的年轻人在椰子树上的小广告里查
找信息的瞬间。椰子树上的广告内
容五花八门，除了工作信息，也有房
屋租赁、商品出售等方面的信息，椰
子树一时成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指
路牌。

30年来，我常常相机不离身，随
时拍摄身边出现的人和事，做一位忠
实的摄影记录者。《海南故事》《黑白
海南》《时代映象》《海南慰安妇》作品
集的出版就是对这些记录的一个小
结。我认为，纪实摄影是见证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年历程最好的方式
之一。

30年，用镜头记录海南成长经典影像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
作品征集活动开始网络投票

本报海口3月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孙令正）备受关注的“中国梦 海南情——‘我
与海南30年’多媒体作品征集活动”昨日进入网
络投票阶段，作品征集同步进行，欢迎踊跃投稿赢
取丰厚奖金。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作品征集活动以近
10万元奖金，征集反映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光辉历程的多媒体作品，再现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年的平凡个体与感人故事，讲述特区建设
者的中国梦与海南情。征集活动启动一个多月
来，组委会已收到各类体裁作品368篇，其中240
件为图片类作品、116件为文学类作品、12件为音
视频类作品。

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当年的闯海人及远离
故土的华侨，国内外的网友都通过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从不同的角度淋漓尽致表现了30年来
海南发生的巨大变化。

如果你有以“中国梦 海南情”为主题的文学
作品、图片，或是音乐、视频等多媒体作品，尤其是
体现30年来海南城乡面貌、社会变迁、生产生活、
风土人情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和重大事件的各类
老照片和短视频，欢迎给我们投稿。

“我与海南30年”多媒体作品征集活动由海
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海南
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新浪网、天涯社区协
办。多媒体作品征集时间为2018年2月5日至
2018年3月20日，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3月5
日至2018年3月26日。3月底组委会将组织进
行专家评审。网络投票占总分比例40%，专家评
审占总分比例60%。4月上旬组委会将公布获奖
者名单。

■ 胡艳秋

1988年，海南成为全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那一年，我出生在祖国西南
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家对面是一座
山，沿着石头铺就的台阶走到半山
腰，是一片大大的草坪。夏天的时
候，草皮松软，那片草地是我心中最
开阔、最自由之地。

后来搬到镇上，我家对面还是一
座山，由于公路的修建，山体一侧的
岩层裸露出来。岩石碎片上，常会有

一些类似海螺和贝壳的纹理，镇上的
孩子们小心收集，如获至宝。老师说
从这些石头可以判断，很久以前我们
这里曾是一片巨大的水域，可能是一
个大湖，甚至是一片大海。于是我便
知道了，山的那边有海，有比山间草

地更开阔、更自由的大海。一些奇妙
的机缘，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

2008年，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
书，踏上了通往南国的旅途，从山的
那边，来到了海的那边。

家乡的九月早已有了秋的微凉，

海岛的九月却骄阳似火。到学校报
到的那天，看着许多和我一样，一路南下
求学的学子，脑中浮现的竟是海南建省初
期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情景。2010年1
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随后，海
南发展步入快车道，建成世界上第一条
环岛高铁，十二个重点产业快步成形成
势，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8年以来，我辗转多个城市
求学，心中始终关注着海南。如今，
海南省步入“而立之年”，我作为这个
海岛上的一份子，也即将步入自己人
生的“而立之年”。南海之滨，潮涨潮
落，仿佛在诉说着新时代的“闯海精
神”：不忘初心，不畏艰难，永远有逐
梦和筑梦的勇气！

从山的那边到海的那边

我与海南的青春之约

琼中县城
赏黎苗风情 观廊桥美景

琼中县城位于营根镇，依山而
建。沿着海榆中线进入营根，放眼望
去，一幅多彩的画卷映入眼帘。

临街建筑整齐划一，商铺、酒店、
宾馆的墙体被抹上了“彩妆”。船型
屋、甘工鸟、大力神等民族图腾分布在
各式建筑上，黎苗风情浓郁。宽阔平
坦的道路两旁，火焰木、紫荆树、三角
梅鲜花绽放，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前路过琼中好几次了，感觉县
城沿街的房子破旧，也没什么文化气
息，可这一次游览琼中，感觉完全不一
样了。”网名为“海椰风”的摄影爱好者
边说边向笔者展示她拍摄的有关琼中
的图片，其中有别具一格的船型屋屋
顶、有色彩鲜明的大力神和甘工鸟等
民族图腾、有身着黎族服饰的村民
……每一个画面都展现琼中特色。

摄影爱好者们沿着道路，一路前
行，马路中央隔离带的月季、长春花等
指引着方向。转过一个弯再前行，目
光延伸处，只见鲜艳的大红色建筑物
进入视野。“这是琼中县城最著名的地
标性建筑——百花廊桥，依山傍水而
建，是琼中人休闲散步、聚会活动最爱
去的场所之一。”来过琼中多次的省摄
影家协会会员黄业忠说。

百花岭景区
层峦如眉黛 飞瀑云中来

下午，摄影爱好者们一同前往被
誉为琼中“避暑山庄”的百花岭风景名
胜区。

百花岭主峰海拔1100米，同东南
面的五指山、西北部的黎母山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大家沿着栈道缓缓上

山，一棵棵百年老树像是会说故事的
老者，斑斓的树干和参天的树枝，守护
着这片原生态雨林。

最令人流连忘返的当属百花岭瀑
布了，从海拔700米的第二峰上分三
级飞泻而下，落差达300米，是海南落
差最大的瀑布之一，犹如从云间落下
来的白缎，流淌在万绿丛中。

“22年前我便来过百花岭，景色
和现在一样，小溪清澈，草木葱茏。不
过那时走的是山间小路，仅有大约半
米宽。”网络摄影师“面不改摄”说，现
在的百花岭景区虽然修建了环山公
路、接待站、观瀑亭和登山道等基础设
施，但仍保持着原始风貌景观，这一点

很是难得。
百花岭风景名胜区相关负责人韩

永民介绍，百花岭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以5A级景区的标准进行开发建设，
规划建设空中廊桥、空中黎寨、空中漂
流、百花天池以及瀑布等40余个项
目。项目开发完成后，将形成一个集
生态旅游、黎苗文化保护开发、雨林探
险观光等为一体的旅游综合项目，预
计年内可开张营业。

“发现琼中之美”
总冠军奖励达5万元

据了解，“发现琼中之美”作品

征集活动从 2017 年 9月 28 日持续
至2018年3月28日，为期半年。作
品征集内容为琼中县域内产业、景
区景点、富美乡村、平凡人物等各领
域的美文、美图、美视频等；征集面
向全社会开展，个人和单位、机构均
可参与。

此次征集的作品，要求凸显琼
中特色，能准确表达琼中个性特质，
展现独特的自然地域优势，彰显独
具魅力的生态文化特色和人文特
色。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为能激发
全社会的参与热情，征集活动对美
文、美图、美视频进行点击量排行，从
中选拔出作品的月冠军、季冠军，奖

金分别是5000元和2万元。活动结
束后，组委会还将通过大众投票和专
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总冠军
及亚军、季军和优秀奖，总冠军奖励
高达5万元。

同时，海南日报新媒体将每月
更新发布“美文美图美视频转发量
排行榜”，并于活动结束后评选出

“总转发排行冠军”，给予 2万元奖
励，热心参与转发的网友也将获得
奖励。南海网在活动期间，将组织
多场集体采风活动，带您感受不一
样的琼中。

（本组稿件策划/申易 撰文/申
易 陈欢欢）

征集对象：
面向全社会，个人和
单 位 、机 构 均 可 参
与。

征集时间：
2017 年 9 月 28 日至
2018年3月28日。

投递方式：
将作品发送至邮箱
fxqzzm@qq.com； 或
报送至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营根镇海
榆路县文化馆4楼琼
中县政府新闻中心

《发现琼中之美》栏
目 组 ，联 系 方 式
18089736866，邮 编
572900。

作品征集令

3月3日，“美好新海南——发现琼中之美”第二期采风活动走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和琼中百花岭风景名胜区，来自省内
外的20余名摄影爱好者用相机“发现琼中之美”，记录琼中印象。据悉，“发现琼中之美”作品征集活动将持续至3月28日，总冠军奖
励高达5万元。

“美好新海南——发现琼中之美”第二期采风活动落幕

遇见七彩琼中 相约百花岭瀑布

作品选登

百花岭瀑布：飞泉撒玉送清凉
■ 韩国强

退休后，我与一帮中青年的网友成了忘年
交，跟着他们开展户外运动，美其名曰：远足。我
们先后走进海南的吊罗山、霸王岭、尖峰岭……唯
独百花岭尚未涉足。这次我提议远足百花岭，网
友立即赞同。

百花岭距离琼中县城6公里左右，有一处落
差达300米的瀑布。我们来到观瀑亭，抬头观赏，
看不到瀑布的尽头，只见两边黑黝黝的巨石壁立，
银河飞流直下，撞击岩石，水花飞扬，哗哗的响声
不绝于耳，仿佛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游览途中，我
突然想起朱自清写梅雨潭瀑布的散文《绿》，作家
在文中写道：“走到山边，便听到花花花花的声音，
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
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
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
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
的纷纷落着。”梅雨潭瀑布因朱自清的文章名扬神
州，我相信，在媒体的宣传下，百花岭瀑布也终有
一日会“走出深闺”。

百花岭瀑布分三级，每级都有一个富于诗情
画意的名字：“天女散花”“灵丹妙药”“金龙吐
珠”。它气势磅礴，婀娜多姿，在我看来，梅雨潭瀑
布似乎难与之媲美。我在下山途中，有感而发，作
诗一首以抒怀：驱车百里进黎乡，叠翠峰峦似画
廊。古木冲天描壮丽，飞泉撒玉送清凉。惊人岩
石崔巍立，秀色山花馥郁香。环岛游观滋快意，琼
州无处不风光。

1988 年，工作人
员在悬挂“海南省人民
政府”标牌。

1993年，海南第一批磁卡电话在海口街头
投入使用。

（本组图片均由黄一鸣 摄）

1988年，乘船来到海南的闯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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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营根全貌。 段新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