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琼中旅游

2017年

实现旅游收入5.1亿元

同比增长35.8%

琼中接待游客132万人次

同比增长53.5%

■■■■■ ■■■■■ ■■■■■

近年来，琼中通过文旅融合打造“三月三”旅游品牌

久久不见久久见 相约春光三月三
4月18日就是海南黎

族、苗族的传统节日“三月
三”了。到了这一天，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10个乡
镇、571个自然村的黎族
苗族同胞，无论男女老少
都会穿上盛装载歌载舞，
庆祝这一古老多彩的盛
会。今年也将一如以往。

“这是黎族苗族同胞
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也
是黎族苗族文化大放异彩
的时候。”琼中文化馆原馆
长何丕杰说，“三月三”传
承和发扬了黎族、苗族民
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
既是一个载体，也是文化
容器。

文旅融合
丰富传统节日内涵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琼中黎族
苗族同胞都有跳竹竿舞的传统。在
上安乡黎族青年黄鹏的记忆里，小
时候的“三月三”是在村里和乡邻一
起过的。2007年，琼中“三月三”广
场投入使用，并举办了建省后首次
大规模“三月三”活动，全县各族群
众都涌进县城，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2008年，琼中“三月三”活动由省
政府主办，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承
办，主会场设在琼中。资金支持更
多，节庆活动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近年来，琼
中“三月三”活动不再仅限于歌舞活
动，而是与旅游推介融合起来，推广

琼中的旅游文化。2015年起，琼中首
次打造“文旅”融合文章，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促进旅游和文化的融合发
展。琼中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今琼中已经有了“奔格内”“什寒”“富
美乡村”等一系列旅游品牌，“三月
三”有了全民狂欢的嘉年华氛围，为
旅游增添了更多新的元素。

发展中传承
与保护传统文化

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黎族、苗
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琼中
加大投入力度，深入挖掘黎族、苗族
文化。一批黎族歌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的传承人、省级黎族民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脱颖而出。

到目前为止，被列为省级以上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共有9项，
其中《琼中黎族民歌》和《海南苗族民
歌》为国家级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
县级传承人99人，省级传承人4人，
国家级传承人1人。黎族歌后王妚大
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杰出民
间艺人”，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的传承人。

琼中还将黎族苗族婚俗、民俗等
活动，融入“三月三”活动的大局，打
造独具特色的黎族苗族特色婚俗、民
俗等旅游主题品牌，让民族文化成为
旅游经济发展最浪漫的推动力，黎族
苗族传统婚庆习俗作为黎苗文化的
一部分，已被列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黎族苗族传统文化亦
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2018年的“三月三”活动中，琼中
还将在和平镇林田村、红毛镇合老村举

办黎苗婚俗体验活动，进一步加强对黎
族苗族传统婚庆习俗的传承与保护。

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从娃娃抓起

一直以来，琼中秉承民族传统文
化传承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在学校建
立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2013年6月，琼中县委、县政府
启动了民歌、民舞、民服“三进校园”
试点活动，用5年时间在全县中小学
普及民族文化。

“三进校园”以挖掘、保护、弘扬、
发展民族歌舞为宗旨，将“民歌民舞
民服文化”引进校园，进一步普及民
族歌舞文化，把各种民族文化知识列
入德育教育内容，主要将黎族、苗族
等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发展史列入

德育教育内容，通过学校德育教育，
大力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培养学生良
好的民族情操。

如今，全县70所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民歌悠扬，舞姿翩跹，呈现出“人人
会唱民歌、个个能跳民舞”的校园新
风貌。

此外，琼中还每年举办培训班，
培养黎族苗族文化传承人，促进农
民就业。在什运乡与省民族技工学
校合办“黎锦技艺培训班”，在什运
乡、红毛镇等乡镇积极筹建黎锦、
苗绣、器乐等民族技艺传习所和培
训基地，开展黎族苗族传唱及舞蹈
创作培训班，鼓励民间创作和民间
传唱，活跃黎族苗族文化氛围。

目前，全县已有黎族苗族歌舞队
126支、体育健身队240支，命名了60
支农民文化示范村文艺队。

制图/孙发强

“三月三”也是黎族青年的相亲日。图为
2016年4月16日，琼中相亲大会上黎族青年载
歌载舞。 袁才 摄

跳竹竿舞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传统节日“三月三”的系列活动之一。图为2017年“三月三”，琼中举办的万人齐跳竹竿舞表演。 袁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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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零关税 急需药加快进医保
——中国药改“红包”暖民心

会议明确，加快创新药进口
上市。将临床试验申请由批准
制改为到期默认制，对进口化学
药改为凭企业检验结果通关，不
再逐批强制检验。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同时，强化质量监管，
加强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
查，严打制假售假。

“针对国外药品进国内市场
多部门审批时间长、环节复杂的
现状，此举将推动解决用药‘难’
问题。”史录文说，这将推动缩短
进口药品审批时间、减少药企时
间成本，同时强化企业作为全链
条药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
人”，在严格把控质量的前提下

保障百姓健康。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
有利于提高国际市场新获批研
发的创新肿瘤药进入中国市场，
缓解国内市场比国外“慢半拍”
现象。

好药惠及百姓，远景可期。
专家表示，今后还应加大提升基
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科学平
衡各地“药占比”考核指标设计
等相关配套制度，让抗癌药等
临床急需药品更精准、高效地
惠及百姓。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记
者 余晓洁 王宾）

“救命药”等不起，不进医保用
不起。

陈文明所在的北京朝阳医院
血液科每年收治多发性骨髓瘤
住院病例约3500人次。他告诉
记者，报销抗癌药品费用，北京
的报销比例还算高，但一般来说
仍有 20％的费用需要患者自
付。“这对于一些普通家庭来说
都是不小的负担，更不用说来自
中西部贫困地区、享受报销比例
较低的患者了。”

提升药品可及性正在“加速
跑”。2017年，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公布了36种药品通过
谈判进入医保目录，其中半数为
肿瘤靶向药物，如肺癌、胃癌等
常见肿瘤。此外，还包括心脑血

管疾病、眼科、糖尿病等重大疾
病用药。

会议强调，抓紧研究将进口创
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
入医保报销目录。肿瘤防治专家
期待，今后有更多创新药通过支付
能力综合评估和临床疗效评估尽
快进医保，有更多治疗资源提供给
医患双方使用。

“保障老百姓急需用药‘多快
好省’的后续措施将陆续落地。”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透
露，下一步药品监管、卫生健康等
多部门将出台配套综合措施，规范
集中采购环节、加快入医保目录谈
判、加强医生“处方之笔”的终端监
管等，全链条理顺临床急需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秩序。

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我
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达数百万。统
计显示，我国抗肿瘤药市场规模超过
千亿元，约一半依赖进口。这些药品
价格昂贵，工薪家庭难以承受。

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为例，北
京朝阳医院血液科主任陈文明为
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支 3.5 毫克的
进口药硼替佐米价格是 6116 元，
一般一个疗程使用 4支，9个疗程
为 一 个 治 疗 周 期 ，药 品 总 价 为
220176 元。“硼替佐米是骨髓瘤临
床治疗主要用药之一，药费占了患
者治疗费用的一大半。”

“我国正在加快高质量仿制药审
批上市，但目前临床上大部分抗癌靶
向药仍依赖进口。”北京朝阳医院总
药剂师刘丽宏说，尽管一些进口靶向
药在销售过程中实施买赠，但患者整
体治疗费用仍较高，不少病患要辗转
寻找非法渠道到海外“代购”。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5月1日
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
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
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
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
药实现零关税。

专家认为，相较于进口关税，此

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的“较大幅度
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
负”，对于缓解病患家庭的经济负担
意义更大。抗癌药零关税、增值税

“瘦身”，体现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药品改革思路。

“各种措施综合考虑，此次出台
的政策将使进口抗癌药降价至少
20％。”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
中心主任史录文表示，抗癌药系列惠
民举措将有效提升药品可及性、普惠
性，减轻病患家庭经济负担，对于防
止因病致贫、建设全民共享的健康中
国具有重要意义。

“天价药”降下来A

生活观察

“急需药”兜底强起来B

创新药加快“入市”

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研究将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
……针对老百姓最急、最难的用药关切，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顺应民生期待，多措并举
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加价，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急需抗癌药的价格“明显降低”。

这项暖心的惠民“红包”究竟价值几何？记者13日专访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深入解析。

C
新华社发

4月13日，参观者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体验
一款眼部按摩仪。

当日，2018年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PECC国际贸易投资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
心开幕。本届展会以“新机遇新天津、创合作促
共赢”为主题，着力搭建“一带一路”国际国内经
贸合作平台、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平台、天津对
外开放交流平台。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2018年中国·天津
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

4月13日拍摄的第四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
现场。当日，以“新时代、新阅读、新向往”为主题
的2018年第四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浙江杭州
西湖文体中心开幕，旨在推动数字阅读产业成果
转化、促进出版融合发展、提升全民阅读质量和
水平。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第四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
在杭州举行

证监会：

我国铁矿石期货将于5月4日
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刘慧 张萌）记者从
证监会获悉，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
易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于2018年5月4
日正式实施引入境外交易者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