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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化走进芬兰芬芳绽放
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尽展海南之美

本报赫尔辛基 9 月 10 日电 （特
派记者尤梦瑜）9 月的芬兰首都赫尔
辛基秋高气爽，当地时间 9 月 10 日下
午，
“ 海南文化走进芬兰”活动在位于
赫尔辛基市中心的芬兰大厦举行。来
自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赫尔辛基市国
际文化中心、芬兰华商总会等机构的
数十位嘉宾通过观赏图片展、传统黎
族竹木器乐演奏和苗族歌舞，近距离
欣赏黎族织锦技艺演示等，了解海南
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及自然、人文魅力。

芬兰大厦是芬兰重要的会展及
文化演艺中心，如一架白色的钢琴倚
靠在湖边。活动开始前，嘉宾们在展
厅门口签到时，一件件展示海南自然
人文风光的明信片以及各式各样的
椰雕挂饰传递着海南人民的热情，不
少嘉宾拿着小挂饰拍照留念，在北欧
凉意渐浓的秋季里感受来自海南的
热带气息。
在 400 余平方米的会议大厅内，
43 幅展板以“这里是海南”
“ 国际旅

游岛”
“ 文化交流”三个部分展示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来所取得的成
就；74 张图片向嘉宾们呈现了海南
在基础建设、生态建设、对外开放、国
际旅游岛建设及文体赛事等多个方
面的亮点。
省民族歌舞团专门为此次文化交
流活动创作了反映海南苗族苗绣文化
的舞蹈《绣》，演员们举手投足间将海
南苗族风情尽情展示出来。黎族竹木
器乐是海南黎族歌舞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演奏了《好
日子》
《在希望的田野上》
《快乐的日
子》等曲目，将灼吧、鼻箫等多件黎族
传统竹木乐器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
引来阵阵掌声。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项目之一。当天的展览活
动中，
来自海南东方的符仁玲、符仁健
姐妹带来了多件由黎锦制作而成的服
饰、围巾等手工艺品，她们身着黎族服

饰，在现场演示织锦技艺，
独具海南特
色的展示引起嘉宾们的浓厚兴趣。
“这场文化展示活动令人印象深
刻，全面地展示了海南的美丽，
期待海
南与赫尔辛基、与芬兰在文化、教育等
多方面的交流可以愈加频繁。”赫尔辛
基市国际文化中心主任卡缇亚说。
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由海南省委
宣传部主办。继芬兰后，该文化交流
活动还将走进挪威奥斯陆、俄罗斯莫
斯科。

关注第三十四个教师节

儋州表彰一批
教师典型
本报那大 9 月 10 日电 （记者刘
笑非 通讯员李绍远）9 月 9 日下午，儋
州市召开 2018 年教师节表彰大会，表
彰了一批奋斗在一线的教育系统先进
工作者，同时对 20 所获得首届儋州
“文明校园”称号的学校及 10 名“最美
教师”、30 名“最美少年”及首批国家
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
等进行了表彰。
据悉，在此前的评选活动中，
儋州
坚持以师德表现、工作实绩与贡献作
为衡量标准，以工作业绩和事迹为基
础，统筹兼顾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通过
严格把关、认真遴选、优中选优，最终
确定了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奉献精神的
一线教师。
“今年是国家教育部开展
‘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市’评估认定年，儋州
要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解决师资配备不均
等问题，完善学校常规管理。”儋州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刚表示，
此次表
彰活动旨在发现和宣传优秀教师教书
育人的先进事迹，传播正能量，
同时充
分调动广大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儋州教育适应时代发展，用心办好
人民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

海口表彰百名
“最美教师”
本报海口 9 月 10 日讯（记者叶媛
媛）9 月 10 日，在我国第 34 个教师节
到来之际。海口举办 2018 年教师节
暨“最美教师”表彰大会，向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经
过近 4 个月的精心评选，
“ 百名最美
教师”活动共选出 40 名“最美教师”、
40 名“最美班主任”
、20 名“最美乡村
教师”。
今年 5 月，海口市教育局与海口

市文明办联合启动 2017-2018 学年
度“百名最美教师”评选活动，评选范
围为全市公办、民办幼儿园、中小学
校、中职学校教师。经过近 4 个月的
评比，最终，符荟、汤成慧、卢国仁等
40 名老师获评“最美教师”，苏芳灵、
赵涛、廖高翔等 40 名班主任获评“最
美班主任”，王静 、麦发军、李幼香等
20 人获评
“最美乡村教师”。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在

表彰大会上指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赋予了教
育事业崭新的历史使命，
必须站在一个
全新的高度，
以新理念、
新思维，
精心谋
划新时代海口的教育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当好教育的“后勤部长”，坚决落实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逐步解决好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

全国29家省级法治媒体记者汇聚海南

挖掘海南平安建设亮点
讲好海南政法好故事
本报海口 9 月 10 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邵
帅）9 月 10 日上午，2018 年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
南建省 30 年·平安采访行”启动仪式在海口举
行。来自南方法治报、四川法制报、宁夏法治报等
全国 29 家省级法治媒体以及法制日报（海南记者
站）、民主与法制时报（海南记者站）的 80 多位记
者汇聚海南，
对海南平安建设的亮点进行报道。
海南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们介绍了
近年来海南政法工作取得的成效，希望各媒体记
者到一线捕捉海南政法工作亮点、热点，深入挖掘
先进经验和典型人物，
讲好海南政法好故事。
据了解，9 月 10 日至 14 日，全国 29 家省级法
治媒体及中央驻琼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前
往海口、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等市县
的 20 多个政法单位、社区村庄，实地采访司法体
制改革、智慧法院建设、
“放管服”改革、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等方面工作经验及成果。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委政法委、
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
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主办，
法制时报社承办。

海南健康管理学院首年招生235名

问题，满足群众“上好学”的愿望；全
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想方设法改善教
师尤其是农村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初心，
牢记教书育人的光荣使命，争做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在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建功立业，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

海南新教师
宣誓担重任
9 月 10 日 晚 ，海 南 中 学
举办了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
暨迎新晚会。
在 晚 会 中 ，海 南 中 学 新
入职的教师进行集体宣誓，
表示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
业，做一名符合新时代要求
的人民教师。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订单式培养
健康管理业
“特种兵”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符王润）9月10日，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开学典礼在该校澄迈校
区举行。该校首年招收 235 名学生，
全部采取订单
式培养，毕业后将在健康管理行业实现直接就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
术学院今年开设健康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
营养与检测、旅游管理（健康旅游方向）四大专业，
接下来还将重点发展全科医学专业。
据介绍，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是由海
南省政府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全国第一家独
立设置的健康管理高职院校。由微医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责任有限
公司和珠海怡华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创办，致力
于培养中国健康管理行业的
“特种兵”。
海南健康管理学院采用学历制和非学历制教
育结合的方式，联合微医集团等医疗健康行业龙
头企业，共同探索教产融合的“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
让学校教育与就业、课堂理论教育和实习实
训基地无缝连接。
据悉，今年 4 月，学院已与多家行业龙头企
业、机构确定订单式培养意向，2018 年招收的新
生已全部实现入学即就业，
只要顺利取得毕业证，
就可以进入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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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
值班主任
：蔡潇
主编：
主编
：林容宇 美编
美编：
：杨薇

琼海嘉积鸭：

舶来
“番鸭”传味百年
“番鸭”飘洋过海扎根琼岛

9 月 的 琼 海 市 ，烈 日 炎
炎，泥土与青草混合的香气
蒸腾在空气里。从东线高速
琼海互通下，驱车驶入嘉积
镇，道路两侧闪过的一间又
一间各具特色的餐饮店彰显
着这个城镇的美食属性。几
分钟之后，
“ 嘉积鸭饭店”，一
块树立在路边橙底白字的大
招牌映入眼帘，一只红冠黄
蹶羽毛黑白相间的鸭子盘踞
其上。
“ 这是我们琼海最具有
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作
为地道的琼海人，同车的琼
海市畜牧兽医局局长王仪对
于嘉积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
怀 。 他 介 绍 ，自 清 代 被“ 番
客”从南洋带回来，这种经琼
海本地人用“土方法”饲养的
舶来“番鸭”就进入了海南人
食谱并广受欢迎，历经多年
沉浮，仍然跻身海南四大名
菜之列。近年来嘉积鸭养殖
更是成为本地农民致富增收
的重要产业之一。据初步统
计，2017 年嘉积鸭出栏 230
万只，产值 2.1 亿元。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嘉积鸭是琼海
的
“代言人”
。

■■■■■

不同？王冠说，这是因为嘉积鸭的养
殖非常讲究，其中有一道很特殊的程
序——人工填肥。据介绍，
嘉积当地人
“综合相关的史料推断，
嘉积鸭极
最初一般是给刚出壳的小鸭仔喂食淡
有可能是‘遗腹子’，由‘养母’母鸡孵
水、
小鱼虾或蚯蚓。约 2 个月后，等小
化出来的。”关于嘉积鸭的由来，王仪
鸭羽毛渐丰，
再以小笼圈养，而且这笼
的介绍很有趣。
子还不能太高，一定不能让长大的鸭
根据《琼海县志》载：嘉积鸭又名
子能在这笼子里站起来。这样，这鸭
“番鸭”
，
原产英国，
清光绪年前，
海南嘉
子打小就走动不多，长大又不能站起
积镇华侨从南洋引进繁殖，
逐渐演变为
来，因而腿部缺乏锻炼，脚力较差，脚
本地名鸭。一般的宣传册和导游介绍
骨头较软，人们吃起来就能连鸭骨头
中，都说嘉积鸭饲养历史“150 年以
都能一同吃掉。另外，因为鸭子一直
上”
，
或
“近 200 年”
。而根据《海南省畜
都是笼养，期间又人工用米饭、米糠掺
禽遗传资源志》记载，
距今300 多年前，
和捏成小条填喂，因而在滑脆皮肉之
便有可能已出现嘉积鸭。该书认定，
嘉
嘉积鸭属瘦肉型鸭，脯大、皮薄、脂肪少，因其肉厚皮白、香醇诱人、清爽脆
间有一层薄脂肪，
“ 肥而不腻，还是软
积鸭遗传资源形成的历史，
现已无法考
滑、肥而不腻而出名。
骨头，再加上嘉积本地特有的烹煮调
证。但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编
鸭最早在嘉积镇养殖繁衍，因地名而
将其名声传播开来了。
”王仪说。
配，
‘ 嘉积鸭’就与别地的鸭子有所不
修的《会同县志》中，
没有记载嘉积鸭或
得名。据《海南岛志》畜牧篇中记载，
“我做了 22 年的餐饮，
一直坚持不
同了。
”
“番鸭”
的相关名，
清朝宣统二年（1909
每日千
卖鸡，
不卖鹅，只卖嘉积鸭。”在琼海拥
“过去在琼海，嘉积鸭是每个饭
年）续修的《乐会县志》中有
“番鸭毛白 “鸭以儋、临、澄三县所产最多，
百成群就食田间。东部各县饲鸭者略
有多家餐饮店的海南昌隆餐饮酒店管
店 的 主 打 菜 ，也 是 招 待 客 人 的 必 选
间黑”之说，说明清朝末期琼海市早有
少。每斤价值 2 角。此外尚有“番鸭”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冠说，
“这是真正
之菜 。”琼海市委招待所原 厨师长、
“番鸭”
饲养。王仪推论，
嘉积鸭应该是
一种，甚肥硕，重六七斤，以琼东之嘉
属于琼海人的一道名菜，
我小时候是吃
国家特级厨师何子桂说，从 1977 年
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至清朝
积所产最为著名，每斤价约五六角。”
着嘉积鸭的公道长大的。
”
据了解，
昌隆
到 招 待 所 工 作 起 ，他 就 先 后 亲 手 烹
宣统二年（1909 年）期间开始饲养的鸭
经过长期人工选种和培育，采用琼海
的
“白切嘉积鸭”和
“公螺炖嘉积鸭”都
制嘉积鸭招待过多位国家领导人和
种。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等
当地特有的饲料原料和喂养方式精心
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
“中国名菜”
。
国 外 嘉 宾 ，并 受 到 他 们 的 交 口 称
书，对嘉积鸭较一致的说法为
“据传是
饲养，前身是南洋“番客”的舶来“番
像王冠一样有着嘉积鸭情怀的琼
赞。他制作的“白斩嘉积鸭”曾入选
从东南亚引入”
，
并没说明具体国家，
以
鸭”扎根琼海，成为了嘉积鸭。
海人不在少数。
“小时候周围邻居各家
中国名菜。
及谁引进。而民间相传和网络上的文
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所以只有在逢
嘉积鸭与文昌鸡、东山羊、和乐蟹
章，大多是说“从马来西亚引进”。而
吃在口中念在心中的乡愁
年过节时才能吃上嘉积鸭。这时候大
并称海南四大名菜，在琼菜中占据了
且，是琼籍华侨引进的良种鸭，
如同番
《琼海县志》记载，
“ 民间验方称，
家就合伙出钱买一只鸭回来，用鸭汤
重要的位置。这道传味百年的名菜其
石榴、
番薯等番字头水果是从国外引种
嘉积鸭是补虚劳之圣药，常以冬虫草
煮饭捏饭团，然后公道头把煮好的鸭 “地位”也曾“动摇”过。王冠还记得，
而来，
故称
“番鸭”
。
炖食，可滋补身体；与海参炖食，滋补
肉平均分给各家。一只手抓着鸭肉，
曾经因为温泉鹅的崛起，海南的餐饮
“那时候从南洋回到海南都是坐
之力更大；与糯米煮成粥，则有养胃、
一只手抓着饭团，别提有多香了！”琼
界有人提出用温泉鹅代替嘉积鸭进入
木帆船，路上耗费的时间不短，
就算顺
补血、生津之功效。”正因如此，
嘉积鸭
海人王兴是名导游，不论他带团走到
海南四大名菜，
“但这个提议一直没有
风顺水也要半个多月，碍于船东的规
飘洋过海扎根琼海后成为当地人餐桌
哪里，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美
成为现实，嘉积鸭已经深植食客心中，
定，带活鸭的可能性不大，据我们猜
上一道极受欢迎的菜肴。无论大小酒
食时，
嘉积鸭是他必定要提起的。
它不仅是一种美食，还是一种文化，
一
想，当时的“番客”可能是带着鸭蛋回
楼，几乎无鸭不成宴。
“ 当时的琼海是
种情怀。”在王冠看来，无论是过去、现
来后让母鸡孵化的。”王仪说，这种由
琼岛名菜传味百年
东部的商贸中心，南来北往的过客极
在、未来，
嘉积鸭都是琼海无可替代的
“番客”带回来的“番鸭”
之所以称为嘉
多，吃过了美味的嘉积鸭之后自然就
嘉积鸭与其他地方的鸭子有什么
美食名片，将一直传承下去。
积鸭，社会上广为人知的说法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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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嘉积鸭品种特征
嘉积鸭原产于东南亚，经琼海本地独特
的人文环境条件下驯化而形成。嘉积鸭形体
扁平，红冠黄蹶，羽毛黑白相间，由于嘉积地
区饲养“番鸭”的方法与其他地方殊异，故其
脯大、皮薄、骨软、肉嫩、脂肪少，食之肥而不
腻，营养价值高。

中心产区及分布
嘉积鸭原产于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中心
产区为海南省琼海市，毗邻的万宁、陵水、海
口 、定安、琼中等市县也有分布。

现有品种标准及产品商标情况
2006 年，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实
施《嘉积鸭种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和《嘉积鸭
肉鸭饲养管理的技术规程》。2011 年，海南省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发 布 实 施《琼 菜 白 切 嘉 积
鸭》。2015 年，海南省农业厅发布实施《海南
名牌农产品嘉积鸭》地方标准。

嘉积鸭做法
一般嘉积鸭有白切、板鸭、烤鸭三食法；本
地人为了达到原汁原味，以白切为主，其脯
大、皮薄、骨软、肉嫩、脂肪少，食之肥而不腻，
味道喷香。而且佐料特别讲究：用滚鸭汤冲
入蒜茸、姜茸，挤入酸桔汁，加精盐、白糖，辣
椒酱调成。
（本版策划/容朝虹 撰文/眉眉 图/阮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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