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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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王娇

5月 26日下午，第五届“童声飞
扬”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在海口举
行。“童声飞扬——乡村儿童音乐教育
项目”支持和培养出的8支乡村小学
合唱团，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
际，用他们质朴的童声唱出优美旋律，
展示了“童声飞扬”这一公益音乐项目
5年来的累累硕果。

自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于2013
年发起“童声飞扬——乡村儿童音乐
教育项目”以来，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
长期支教海口周边乡村，让千余名乡
村儿童接受正规专业的音乐教育。5
年来，这份公益事业不仅推动了乡村
学校素质教育发展，也让乡村儿童通
过艺术教育变得更加自信、积极。

全力推动音乐公益
教育发展

多年来，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
加，我省乡村学校的教学质量、环境有
了不小的提升，但多数学校在音乐、美
术等素质教育环节仍显薄弱。

“只有走到孩子们中间，才能体会
到他们对音乐的那份向往与热爱。”海
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团长助理宋芳说。

5年来，爱乐女子合唱团的团员
们不畏困难，风雨无阻地走到孩子们
中间，下乡授课数千次、投入老师和志
愿者3000多人次。成美慈善基金会
为该项目投入资金达上百万元。

“童声飞扬”项目以两年为一期，
每一期对海口市周边4个农村小学进

行支教，每个学校设立一个合唱团。
从基础乐理教学到童声合唱团实训，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先后接受支教
的海口灵山中心小学、旧州中心小学、
永兴中心小学、东山中心小学、海秀中
心小学、西秀中心小学、石山中心小
学、海口长德学校8所学校的学生们
获得了优质的音乐教育。

付出终有回报。这些凝聚着成美
慈善基金会与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心
血的乡村童声合唱团在省内乃至全国
的舞台上屡获荣誉。东山中心小学和
长德学校合唱团近年来在海口市、区
级合唱比赛中多次摘得金奖，在2018
年中国南方合唱节中，两所学校合唱
团均获得银奖；东山中心小学还单独
举办过专场合唱音乐会。

音乐让乡村的孩子更自信

艺术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子
们学会唱一首歌，更是为他们打开一
扇窗，去感知这个世界无限的精彩。
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团长邢增仪还记
得：“5年前刚刚下乡支教时，很多孩
子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害羞、胆怯，生
活里缺少让他们展示自我的机会。5
年后，从童声合唱团里走出来的孩子
个个落落大方，无论是对唱歌还是学
习，都充满了自信。”

5年来，成美慈善基金会与爱乐女
子合唱团不仅教这些乡村孩子唱歌，还
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演出机会，让他们尽
情地展示自我。除了为孩子们打造的
专场音乐会之外，省内许多重大活动的
舞台上，也能看到孩子们的身影。

201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一台“童声飞扬”合唱音乐会在海口唱
响。当主持人宣布音乐会结束时，东
山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却迟迟不肯下
台。小指挥黄磊展开手中皱巴巴的纸
条，念了起来：“亲爱的老师们，3年
来，是你们用音乐像红烛一点一点照
亮我们的心房。合唱团将成为我们人
生中重要的经历，会让我们受益一

生。我们舍不得合唱团，舍不得你们
……”当时，这个合唱团中的30余个
孩子都是六年级学生，即将毕业离开
合唱团。令人欣慰的是，在几所支教
学校中，有多位毕业生因歌唱特长而
被海南中学、华侨中学录取。

孩子们毕业了，音乐支教和合唱团
的发展却没有停下脚步。为了让音乐
教育在乡村学校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海南爱乐女子合唱团在每年寒暑假
期间举办2期针对支教学校老师的培
训班，帮助他们更好地展开教学工作。

据邢增仪介绍，下一步，成美慈善
基金会与爱乐女子合唱团还将继续面
向乡村学校展开更为丰富的音乐公益
支教，更加注重素质教育，把这些孩子
带上人生更大的舞台。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童声飞扬”公益项目5年来培养出8支乡村小学合唱团

让乡村孩子乘着歌声的翅膀快乐“飞翔”

南山峰会永久落户三亚
国内外专家为海南建设“健康岛”把脉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孙婧）为期两天
的首届“南山峰会——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
策略论坛”今天在三亚落幕。南山峰会将会址永
久性地选在三亚南山，将搭建一个国际化、专业化
的养老对话平台，通过中外顶级专家经验与智慧
的碰撞，助力实现健康老龄化。

来自国内及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近百
位业内专家齐聚南山峰会，围绕“健康老龄化”的
目标，探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国方案”的同时，也
为海南推进“健康岛”建设和发展更加国际化的康
养产业诊脉开方。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老龄健康与宜居环境研究
所副所长伍小兰表示，海南康养产业发展不仅要
对比国内，更要对标国际，同时扩大受众人群，挖
掘康养服务需求，还要重视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
支撑作用，综合提升适老的康养环境体验和服务
体验，真正形成海南健康岛持续长久的吸引力。

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社会保障研
究中心主任何文炯建议，海南要发展与补充性医
疗保险相配套的服务，增强对此类高端消费人群
的吸引能力，同时利用相关收入回馈和补贴本地
基础福利，提升本地居民的获得感与参与度。

首届南山峰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三亚市人民政
府、国开金融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慧玲）昨天下午，海口国
家高新区考察团一行赴上海考察，与
上海健康医学院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据悉，上海健康医学院将在海口

高新区挂牌建设“上海健康医学院博
士站”，并将于6月初派出专家团队来
海口国家高新区进行实地调研和具
体项目对接，将协议内容落到实处。

根据协议，上海健康医学院将在

海口高新区建设“上海健康医学院博
士站”，吸引各类人才入驻博士站，
积极导入产学研各方资源，开展科学
研究、技术转移和孵化，以及人才培
养培训、学术交流活动。

据了解，上海健康医学院是一所
应用型、特色性、国际化医学院校，
依托学校产学研平台，将给园区大
健康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人
才、项目支撑，为园区引进更多国内

外医疗医药健康专家，提升园区核
心竞争力。高新区将继续坚持人才
共享、引智引产一体化方向，紧扣高
新技术，主攻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体经济。

上海健康医学院将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博士站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孙
婧）海南自贸港与商业航天产业发
展战略研讨会今天在三亚召开。
50家航天产业研究单位、高校、商
业航天企业现场联合发起成立国内
首个商业航天产业联盟，以公益为
主导，抱团发展，将为航天产业提供
开放、兼容、多元、合作的综合平
台，共同培植商业航天繁荣生长的
产业生态圈。

商业航天产业是按照市场规则
运行的所有航天活动，具有高投入、

高风险、高回报特点，也是航天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航天产业发展到
一定规模的必然产物，能极大促进国
家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各个领域
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院
长吴一戎在研讨会上透露，当前我国
具有完善的航天工业体系，拥有庞大
的市场需求空间，且已初步形成了一
定的政策基础，中国发展商业航天有
优势，也是大势所趋。

围绕世界和我国商业航天产业

的发展现状、商业航天如何更好地应
用结合、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展机遇等
热门话题，与会的经济专家、航天产
业和技术专家、大数据专家以及企业
相关机构负责人，共同为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与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出谋
划策。

三亚市副市长谢庆林在会上表
示，三亚高度重视空天信息技术的
先导作用，未来将大力支持商业航
天在三亚的发展，支持建成集空间
对地观测基础理论研究、空间对地

观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低纬度
微小卫星及遥感器硏发制造、遥感
数据接收处理及行业应用于一体的
空间科创新高地，并进一步打造成
为与文昌航天科技城相呼应的商业
航天示范基地。

近几年商业航天成为民营投资和
民营企业发展的风向标，进入井喷发
展的阶段，亟待积极引导，良性发展。
因此借助研讨会的平台，三亚中科遥
感信息产业园与北京未来宇航空间技
术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航天产业研究单

位、有关院校及从事商业航天产业的
企业等多家单位，共同倡议成立以“发
展商业航天产业，助力国家航天事业”
为宗旨的商业航天产业联盟。

“商业航天产业联盟是以商业航
天新技术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
相关单位组成的联盟机构，是以公益
性为主导的联合体，希望吸引与鼓励
有志于发展商业航天技术的专业人
士与企业投入商业航天产业建设的
大潮中。”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
负责人杨天梁表示。

国内首个商业航天产业联盟三亚成立
三亚未来将发力建设空间科创新高地和商业航天示范基地

三亚亚特兰蒂斯
水世界开园
5月 26日，游客在位于三

亚海棠湾的亚特兰蒂斯水世界
游玩。

当天，占地20万平方米的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正式开园，共
有35个项目供游客选择，进一
步丰富旅游市场供给，填补海
南一站式、全年龄段水上游乐
市场的空白。入住三亚亚特兰
蒂斯的宾客可免费畅游亚特兰
蒂斯水世界，而公众亦可购买
门票进入。

游客可在这里体验反重力
水滑道、水上过山车、极速漂流
河、人工造浪池等项目。

此外，全长1.8公里的漂流
河、造浪池、皮筏滑道项目“飓风
之眼”“骇浪骑士”等则是家庭游
的优选，而专为儿童打造的“海
洋帝国”，拥有19条专为各年龄
段孩童设计的“迷你”滑道。

文/本报记者 孙婧
图/本报记者 武威

5月26日下午，第五届“童声飞扬”乡村童声合唱音乐会在海口举行。 （爱乐女子合唱团供图）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
海口赛区比赛落幕
排名前五的获奖队伍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王寅）经过1个多月赛程，2018年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海口赛区比赛今天在海口落下帷幕，排名前
五的获奖队伍将代表海口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由教育部主办，以“共创未
来”为主题，倡导参赛者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
康、能源、交通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结合创新理念
和前沿科技，打造具有社会和产业价值的全新作
品。主办方旨在通过比赛的形式促进中美两国创
客文化与生态的建设，助力中国创客创新社区及
众创空间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并充分体现中美
人文交流特色，为两国青年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

海口赛区比赛由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大学承
办，海南生态软件园为独家战略合作单位，共有
97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有3支队伍来自台湾和
澳门地区，最终有39支团队入围决赛。台湾三维
人有限公司的“穿戴式无线通讯定位装置”、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万能打印宝”、海南大学的

“海蝶系统”等3个项目荣获一等奖。
另据了解，海南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今天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揭牌成立。海南大学相关负责
人表示，自海南大学与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双方结合教学
与产业需求，在信息产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进一步的发展。该实践基地的成立，将加强该校
与海南生态软件园的合作，为推进该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和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再上新台阶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上接A01版
今年，我省芒果种植面积超过80万亩，预计产量
近60万吨，与往年同期相比增产30%，主要品种
包括台农、金煌、红金龙、象牙、红玉等。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海南冬季瓜菜
和热带水果主要的批发集散地之一，每年有超过90
万吨的海南热带水果在该市场交易。今天下午，海
南芒果促销团考察了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深入了解海南芒果市场的需求情况，包括销量、品
种、价格、质量和包装要求等，并举办芒果品尝和推
介活动，组织产销企业做好订单对接和签约。

促销活动期间，我省芒果生产企业和专业合
作社共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芒果销售
企业签订5个芒果订单，销售量2.36万吨，交易额
达9440万元。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关
负责人介绍，海南芒果今年大丰收，需要市场流通
行业企业积极配合做好促销活动，新发地将在各
大超市、便民菜店、菜篮子直通车做好海南芒果促
销活动，让更多北京市民吃上优质的海南芒果。

这次促销活动，加深了海南芒果与岛外市
场的产销对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
经销企业对海南芒果产业提出了要稳定果品品
质、促进生产标准化等意见，海南的生产经营企
业也了解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表示要进一步以
市场需求倒逼种植、包装、加工等环节的标准
化、品牌化发展。

海南与北京新发地
签订2万多吨芒果订单

◀上接A01版
市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挂号，而不需要提前赶往
目标医院；点击“报告查询”，选择已关联诊疗卡或
住院号的医院，便可查看相应的检查治疗报告。
平台还提供住院清单和病历的在线查询服务。

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自2017年12月14日正式上线以来，椰城市
民云APP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38万，占海口常住
人口的17%以上。“海南智慧医院”医疗健康服务
平台入驻后，“椰城市民云”对接部门已达50家，
整合公共服务项目173项。接下来，“椰城市民
云”还将继续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整合工作，强化
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加快构建覆盖城乡、
高效运行的“智慧”医疗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保障。

“椰城市民云”越来越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