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韦雪梅 丁子芹）2018
年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
调声节将于8月23日至9月23日在
儋州市民文化广场举行。届时，儋州
将围绕6大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奉
上一场文化盛宴。

据悉，在9月21日举办的第九届

（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开幕
式晚会中，主办方将围绕“诗乡歌海颂
东坡”主题，将东坡文化、调声文化和
旅游文化融合，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
多彩的儋州特色文艺节目。同时举办
的“多彩灯光秀”活动，将充分展示儋
州的发展活力、文明风采和人文特色。

据了解，在9月22日举办的东坡

国际文化论坛、儋州调声艺术研讨会
暨声乐研究会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东坡文化研究专家、声乐专家以
及国内外媒体代表将共话儋州发展。

8月23日至9月23日面向公众
开放的儋州东坡文化体验之旅活动，
融入儋阳楼、“两院”植物园、八一石
花水洞、东坡书院、古盐田等地特色

景点，安排两条旅游线路，让游客畅
游儋州。

9月3至9月20日举办的儋州调
声比赛系列活动，将在白马井中学、
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儋州市文化广场
等地开展“调声进校园”“调声歌唱美
好新海南”“调声歌唱新时代”等主题
创作、演唱活动。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韦斌

在儋州市民政局优抚安置科，每
天都能看到一个身板笔直、步伐稳健
的中年男子，他总是早早来到办公室，
也往往是最后一个下班。即便是双休
日节假日，他也经常出现在办公室里，
忙着繁杂的工作。

这位同事眼里“闲不住”的男人，
是儋州市退役士兵的优秀代表罗建。
自退伍转业以来，他一门心思扑在双
拥优抚安置工作上，用贴心的服务实
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1999年，满怀一腔热血的罗建响
应国家号召投身军营。自穿上军装的
第一天起，他便严格要求自己苦练本
领。在2006年省军区组织的全省卫
生专业集训中，罗建从60人中脱颖而
出，取得第一名的佳绩，还被评为“海
南省军区军事训练尖子”。

随后，他从那大部队调至海南省军
区后勤部，继续代表海南省军区参加由
广州军区组织的卫生专业比武活动，荣
获“集体先进奖”。此后，罗建先后荣立
个人三等功、担任“中美卫生专业”联合
演习中方卫生专业教员，并多次获得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士兵”等称号。
2015年，罗建结束了16年的军

旅生涯，进入儋州市民政局优抚安置
科工作，在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中开辟
出新的“战场”。

“虽然人离开了部队，但心里从未
离开过部队，这是我选择优抚安置工
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罗建动情地说，
加班加点虽是常事，但自己干劲十足。

军旅生涯让罗建养成了细心负责
的做事风格。儋州每个退役人员和优
抚对象的信息罗建都记在脑中，每当他
们遇到困难，罗建都会主动提供帮助。

2016年，一名老兵找到罗建，申请
参战退役人员待遇，但却无法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罗建了解情况后，将老兵提
到《解放军报》曾刊登过他的事迹作为突
破口，经过多方求助联系到《解放军报》
编辑部求证此事，并最终在《解放军报》
的档案室找到了1974年的报纸，并以
其作为佐证，帮助老兵申请到了残障
优抚对象待遇。“我当过兵，清楚军人
为国为民作出的牺牲，我们不能让他
们流血流汗又流泪啊。”罗建说。

光村镇居民王石伦提起罗建，有说
不完的感激。据了解，王石伦生活拮

据，以前寄居在当地的烈士陵园，后因
烈士陵园要重建，他没有了稳定的住
所。罗建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儋州
市政府提交报告为王石伦成功申请了
一套廉租房。每逢节假日，罗建还会
带些生活用品去看望王石伦，鼓励他
克服困难，积极面对生活。

“这些都是普通的小事，是我们优
抚安置科应该做的。”罗建说，军人退
役不能褪志、退伍不能褪色，助人为乐
方能在和平年代彰显军人本色，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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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快讯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刘笑非
通讯员 李珂

8月4日，中国海南儋州第九届国
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以下简称超
霸战）在光村雪茄风情小镇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正
在紧张筹备中。

近年来，儋州市以建设文化强市
为目标，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推进文体事业发展，包括国际象棋
比赛、东坡文化节在内的系列品牌赛
事活动，成为儋州文化城市建设的生
动缩影。以东坡文化为引领，着力提
升文化软实力，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
座魅力文化之城，正在西岸崛起。

品牌赛事提升城市影响力

对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余泱漪而

言，超霸战和儋州都给他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九次参加超霸
战，连续9年来儋州，我发现儋州下国
际象棋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小朋友在
学棋，希望儋州早日出现特级大师甚
至更顶尖的棋手。”

着力打造大型体育赛事品牌，是
儋州借力文体活动增强文化软实力的
尝试。从2010年开始，儋州坚持每年
举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并于
2012年荣获了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授予的“突出贡献奖”。
2016年，儋州被授予“全国国际象棋
之乡”称号。

此外，儋州还积极承办全国马拉松
年会、首届海南省武术锦标赛等重大赛
事活动；参与举办全省体育大拜年、全
民健身日等精彩纷呈的体育活动。值
得一提的是，儋州已向国家、省级体育
运动队输送运动员共66名，其中运动
员麦清贤在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的拳

击比赛中勇夺冠军，为海南赢得荣誉。
而在文化艺术方面，儋州积极挖

掘出本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并成功创建“中国
书法之乡”、举办东坡文化节。近年
来，儋州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还先后创
作出《东坡九歌》《我本儋耳人》等以东
坡文化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并推出了
大型儋州调声情景音舞诗画《歌海梦·
儋州情》。

公共文化惠民利民

闲时到文化站看看书读读报，如
今已经成了王五镇居民郑炳懿的一大
爱好：“这里读书看报的氛围好，文化
站还经常举办文体活动，大家都爱来
参与。”郑炳懿笑道。

在儋州，和郑炳懿一样享受着优
质公共文化服务的人还有许多。据统
计，截至目前，儋州已为16个镇配建

了综合文化站，建成宣传文化室353
间，建成121个行政村文体活动室。
该市282家农家书屋总藏书56.6万
册，实现了行政村（社区）农家书屋全
覆盖。其中，王五镇文化站被文化部
评为一级文化站，那大镇横岭农家书
屋获“全国农家书屋示范点”称号。

今年，儋州正在加快推进55个行
政村文体活动室、55个舞台和92个
篮球场建设。

儋州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儋
州加快建设全民健身工程，已建成那
大城区全民健身中心、游泳训练场等
一批体育项目，正在积极创建光村雪
茄风情小镇国际象棋培训基地。同
时，该市还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多
次举办新春文艺晚会、元宵游园晚会、
广场舞大赛和调声山歌比赛等群众喜
闻乐见的大型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送
歌舞、送图书、送电影、送村联、送年画
等文化下乡活动。

文化对外交流硕果累累

近年来，依托东坡文化节平台，儋
州精心策划和创作编排了《东坡夷声
情》《东坡笠屐情》《东坡春牛舞》等具
有鲜明儋州特色的风情歌舞，在着力
弘扬本地文化的同时，积极参加惠州、
眉州等城市的东坡文化节，加大了儋
州文化对外宣传的力度。

此外，儋州还组织文化艺术团赴
香港参加“庆国庆”文艺汇演，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影响力；组织文化项目参
加国家（深圳）文博会和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展示当地的传统海盐晒制法
及土法制糖技艺等非物质文化；积极
开展“诗意中国”两岸诗会走进“诗乡
歌海”的文化交流活动，与湖南宁乡、
海南东方等省内外城市联合举办书画
展，宣传推介儋州文化品牌。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

着力打造赛事品牌，惠民文体活动丰富，对外文化交流加强

文体活动强内涵 千年儋耳展新姿

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8月23日举行

6大主题活动邀您畅游“诗乡歌海”

寻最美民歌 展文化风采

儋州采集调声山歌
150余首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钟鹏

近日，儋州举办“寻找最美儋州民
歌”采风活动，邀请词作家、儋州调声
传承人等深入乡村采风，寻找发掘具
有思想性、艺术性和传统文化内涵、富
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曲目。截至8月
12日，已采集儋州调声、儋州山歌和
客家山歌150余首。

在此次“寻找最美儋州民歌”采风
活动中，儋州邀请著名词作家杨湘粤、
国家一级作曲家王贻参、儋州调声国
家级代表传承人唐宝山、儋州作曲家
郑应祝等专业人士深入该市16个镇，
进行儋州调声、儋州山歌、客家山歌等
本土民歌采集与收录，并对入选“最美
儋州民歌”的曲目进行包装推广。

儋州自古被称为“歌海”。此次采
风活动就像一次“穿越歌海”的收获之
旅。来自不同乡镇、不同村庄的调声
队伍唱出各具特色的调声，给人耳目
一新之感。在木棠镇，铁匠村女子调
声队的歌声铿锵有力、节奏明快；在白
马井镇，渔家姑娘大海般的歌声令人
沉醉；在雅星镇的橡胶林里，新让村村
民们演绎起旋律优美的“过山调”“雅
星调”……

“1982年我就来过儋州，这里的
调声文化、山歌文化让我印象深刻。”
词作家杨湘粤说，儋州是一个文化底
蕴深厚的城市，儋州调声、山歌是地方
特有的音乐艺术，表现方式丰富多样，
而且贴近生活。在他看来，儋州调声、
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但缺乏创新、
流行范围有限，要“走出去”有一定难
度。“如果能在表现形式方面抓住年轻
人的兴趣，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我相
信儋州调声、山歌定会绽放得更加绚
丽多彩。”杨湘粤说。

“儋州民歌内容丰富、表达方式多
样，被誉为‘南国艺苑奇葩’。”儋州市
文化馆馆长陈照荣说，为迎接今年第
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
的到来，儋州将举办规模庞大的调声
大赛。儋州计划将客家山歌列入第六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同时通过举办客家山歌传承培训
班、客家山歌比赛等方式，让更多年轻
人喜欢上客家山歌。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走在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三连冠道路上的儋州，全面启动了优秀退伍军人典型宣传活
动，重点宣传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遵纪守法、勇于创新、乐于奉献，在带头致富、服务社会、自主创业、自立自强、孝老敬
老、维护稳定等方面涌现出来的各类优秀退伍军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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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儋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罗建在平凡岗位上展示退伍军人风采

退伍不褪色 热心助群众

旅游服务技能培训班结业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特约记

者谢振安）8月10日，儋州市旅游服务技能培训
班顺利结业。此次培训为期两天，儋州旅游景区、
宾馆酒店、旅行社、农家乐等旅游企业负责人和服
务人员参加。

儋州市旅游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培训以
旅游英语、业务技能和服务技能为培训重点，由海
南省旅游学校教师授课。培训内容包括旅游突发
事件处理、旅游基础英语、旅游服务接待实用技
巧、旅游礼貌礼仪等。

“永远不跟客人说‘不’，不与客人争辩，不怕
客人挑剔，不嫌客人麻烦……”培训班学员苏秋萍
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了自己在培训中收获的心
得，她目前在儋州哈瓦那酒店从事游客接待工作，
在此次培训中如愿学到了许多旅游接待实用技
巧，这让她对未来的工作更有信心。来自儋州森
林客栈的学员唐桂族说：“参加这次培训我学到了
很多旅游服务知识，学以致用，相信一定能提高服
务质量，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授课教师梁宗晖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此次培
训，让儋州旅游服务人员的接待技巧、服务意识、
爱岗敬业等能力素质得到综合提升。下一步，儋
州市旅游委还将组织多场培训活动，推动旅游服
务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多方发力破解
扶贫芋头销售难题

本报那大8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李珂）近日，儋州市中和镇产边芋头基地负责人黎
瑞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基地的芋头滞销一事
经各大媒体报道后，读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达
购买意愿，目前已有电商下单采购。

“助力扶贫产业，芋头单个1.2斤以上售价1.5
元每斤、单个1斤以下售价1元每斤……”从8月
9日晚开始，一条“儋州中和镇80万斤扶贫芋头
滞销，农户心急如焚”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被网友
转发。当晚看到信息后便下单购买芋头的儋州市
民李女士说：“这些扶贫芋头的售价比市场价便宜
多了，家人也爱吃。”

芋头滞销消息发出的第二天，南海热带低压
在我省登陆，受其影响儋州迎来强降雨。12日上
午，雨变小，中和镇政府立即组织党员干部配合基
地抢收芋头，想方设法把损失降到最低。与此同
时，儋州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加入分销芋头的队
伍。“今天电商平台帮我们卖出了400斤。”12日
下午，黎瑞安告诉记者。

“一些热心的电商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打来电
话，教我们如何扩大销售渠道，目前我正在与有购
买意向的客商洽谈。”黎瑞安说，下一步计划对芋
头进行包装，方便消费者购买携带。

临高向贫困生发放
教育扶贫补贴1575万元

本报临城8月12日电（记者刘梦晓）记者近
日从临高县教育局获悉，今年以来，临高落实国家
各项教育扶贫政策，确保建档立卡、农村低保、特困
供养贫困学生全部享受国家政策资助，已为1.38
万余名贫困生发放教育扶贫补贴1575万余元。

据了解，为了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临高县
教育部门对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情况
进行摸排，确保教育扶贫精准度。2018年春季学
期，临高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因经
济困难辍学学生共有91人，各级党委政府、帮扶
单位、学校进村入户宣传发动，做思想工作，目前
己劝返回原校就读55人，劝返到临高县中等职业
学校就读14人，送教上门7人，因重症残疾办理
免予入学15人。

截至今年7月5日，临高今年春季学期共向
1.38万余名建档立卡（含农村低保、特困供养）贫
困学生发放教育扶贫补贴1575万余元。其中，学
前教育阶段2890人，发放资金200.47万元；小学
教育阶段6349人，发放资金761.88万元；初中教
育阶段3287人，发放资金483.67万元；高中教育
阶段1105人，发放资金114.32万元。

此外，临高各学校组织教师进村入户家访，开
展“一对一”或“一对多”帮扶活动，让每位教师及
时了解贫困家庭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

洋浦向贫困大学新生
发放助学金
每人3000元

本报洋浦8月1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叶燕菁）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团工委联合洋浦社
会局开展第四届“圆梦大学 爱心助学”行动，向每
名贫困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3000元，确保家庭困
难的大学新生都能顺利入学。

据介绍，该行动自2014年首次开展以来，汉
地阳光、金海浆纸业、国投洋浦港等15家企事业单
位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帮助贫困大学新生，
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特困户的贫困大
学新生圆大学梦。截至目前，该行动已累计资助家
庭困难大学生118人，发放助学金35.1万元。

“获得助学金可以分担妈妈的压力，上大学以
后我要认真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领到了
3000元爱心助学金的贫困大学新生陈爱玲激动
地说。

洋浦团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团工委将结合
受助学生的实际情况，联合各科室继续关注他们，
给予最大的帮助。

6大主题活动

9月3日至9月20日 儋州调声比赛系列活动

9月21日 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开幕式晚会

9月22日 东坡国际文化论坛、儋州调声艺术研讨会暨声乐研究会

9月19日至9月23日 房企遐《美丽儋州》中国画展

9月19日至9月23日 吴文生《千年古郡展新姿》摄影展

8月23日至9月23日 儋州东坡文化体验之旅
制图/陈海冰

8月8日，儋州市那大镇，海南西部中学项目正在如火如荼施工。
据介绍，海南西部中学项目总投资5.69亿元，预计于今年年底建成。该校建成后，将为儋州

新增5000个学位。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牛良玉 摄
海南西部中学初现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