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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新海南 欢乐旅游岛

——关注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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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郭
萃）11月25日，国际戏剧协会在海南
大学举办戏剧工作坊活动。此次活
动主要针对学生、国际戏剧协会嘉
宾、会员、表演艺术工作者，以及对此
有兴趣的海南当地民众，旨在通过戏

剧工作坊增进理解、传播知识，帮助
人们体会表演艺术带来的乐趣。

工作坊分为国际戏剧类工作坊和
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两个部分。其
中，国际戏剧类工作坊有来自捷克、南
非、美国等国家的戏剧艺术家开展哑

剧表演；在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中，戏
曲大师用表演选段、分享演出经历、观
看视频等多种形式，拉近学生与戏曲
之间的距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秦腔大

师齐爱云表示，“关于戏曲我们这一
代人有责任让年轻人去接触这些传
统文化。”参加完工作坊后，许多同
学纷纷表示，淮剧、秦腔、琼剧、京剧、
昆曲、越剧等中国传统戏剧，扮相惊
艳，文化底蕴深厚，具有独特的魅力。

用戏剧传达表演艺术之趣

国际剧协在海大举办工作坊

2018年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举行

探讨旅游传播发展趋势
本报嘉积11月25日电（记者丁平）11月25

日，2018年（第三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在
琼海市博鳌镇举行。本届论坛以“‘文化+旅游’
的全球智慧与中国路径”为主题。数十位国内外
学术界、传媒界、文旅业界的专家从旅游品牌、
营销、传播的角度，共同探讨、交流了旅游传播
发展趋势。

加拿大国家旅游局前局长、国际旅游营销专
家格瑞格里·克拉森曾率领团队在5年内使加拿
大成为世界上最受推荐的参观目的地。“我们利用
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品牌，邀请全球知名的
明星参加奥林匹克圣火传递，写就一系列的故
事。”格瑞格里·克拉森说，中国将在2022年举办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会有新的故事要讲述。

日本LocationVR协会理事长速水和彦是
VR（虚拟现实技术）运营专家，他建议：“从全球
来看，还没有一个VR专题的主题公园。VR技术
近年来发展迅速，受到全球瞩目，海南如果建一个
VR主题公园，将会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促进本
地的旅游业发展。”

行智集团总裁薄琥有很多关于海岛旅游经
验，他认为未来海岛游发展的趋势，就是风光跟文
化的结合。

本次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琼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美国马里亚纳副州长维克多·博尔哈·奥格，
Discovery亚太电视网大中华区原创内容总监亚
伯兰·施泽尔等出席了论坛活动。

在美景中感受文化魅力

世界小姐佳丽巡游海口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郭

萃）“海口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
让人来了就舍不得离开”。11月25
日，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小
姐佳丽们分组前往海口凤翔湿地公
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骑楼
老街、火山口地质公园等地参观游览，
在感受椰城美丽风光的同时，体验独
特的文化魅力。

上午8时，80位世界小姐盛装出
现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的草地上，
她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到海
口，不少人纷纷拿出手机，记录身边的
一景一物。来自中国香港的佳丽王咏
珩一袭露肩长裙，尽显优雅范儿。在
了解到凤翔湿地公园曾经是一个垃圾
场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并表示希望有
更多人能参与到湿地保护的行动中
来，她也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宣传湿
地保护的重要性。

来自马来西亚的佳丽在参观完骑
楼老街后显得非常兴奋，“我的祖籍是
中国，祖辈都是中国人，来到这里，有
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她说，从父亲的
口中听过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海口
的建筑、饮食都充满了文化魅力。”

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开幕

多国青年“闹”热清水湾
本报椰林11月25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陈思国 胡阳）沙滩运动、畅享美食、电音狂欢
……11月25日上午，风景秀丽的陵水黎族自治
县清水湾热闹非凡，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陵水）青年狂欢节在此开幕。

此次活动为期3天，设置了亚特兰蒂斯国际
青年运动趴、亲水运动季海洋彩虹泡泡跑、亲水运
动季沙滩嘉年华、雅居乐清水湾沙滩电音节、呆呆
岛沙滩嘉年华等活动内容，吸引了来自全球多个
国家的1000多名青年游客参加。

来自俄罗斯的伊万诺夫说，他已经连续三
年参加狂欢节活动，美丽的陵水让他流连忘
返。来自英国的莱布拉则是乘坐英国直飞三
亚的航班来到海南，下飞机后直奔陵水的活动
现场，第一次参加狂欢节，“多种多样的特色旅
游体验和文体活动，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不虚
此行！”

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被
列为2018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系列活动之一
以及2018海南亲水运动季重要活动。据了解，
2016年、2017年的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
狂欢节已先后接待了来自70多个国家数千名国
际青年。有关人士表示，狂欢节活动已初具粉丝
基础，相信通过不断培育，必将成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的一张“国际名片”。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赵
优）作为本届欢乐节主要活动之一的
2018年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以
下简称休博会）于25日下午落下帷
幕。海南日报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
休博会特邀买家、专业观众与参展商
洽谈900多场，达成成交意向金额5.2

亿余元，展会成绩创历届新高。
本届海南休博会围绕“世界旅

途，海南出发”的主题，与全球特邀
卖家共襄休闲旅游盛会。3万平方
米的展馆里展示了国内外旅游机
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休闲度假
旅游服务机构、休闲度假旅游装备

等内容，汇聚全球海岛休闲旅游目
的地、顶级休闲旅游资源，搭建交流
合作平台，提升了海南休闲度假和
海岛旅游影响力。

据统计，本届休博会吸引了境内
外1200多家企业参展。捷克、韩国、
泰国、德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我国

31个省区市旅游部门，我省19个市
县旅游局（委）携特色产品参展，充分
展示了各地的休闲旅游业态。

除传统特色旅游景区景点和星级
酒店外，高尔夫、游艇、房车露营、智慧
旅游等各种休闲旅游业态，营造出了
全新的海南休闲旅游体验。

为了能让游客和居民共享旅游发
展新红利，本届休博会为到场观众打
造了最具性价比的全球旅行商品打折
活动。休博会联动各大旅行社、集团
酒店等旅游相关行业，推出丰富低价
的全球旅游线路、特价机票和特色商
品，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展会成绩创历届新高

海南休博会意向成交金额超5亿元

本报海口 11月 25日讯 （记者
赵优）作为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要活动之一，
2018世界旅游投资大会11月 25日
在海口举行。这是我省首个文旅投
资领域的顶级盛会，旨在汇聚全球顶
级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为海南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旅
游目的地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增添

前进动力。会上，各省市旅游部门、
国际旅游行业机构负责人与国内外
旅游界、投资界精英共话旅游投资，
共谋产业发展。

“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
新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旅
游文体产业大有可为、商机无限，投
资海南正当其时。”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欢迎

中外企业积极参与海南世界级旅游
品牌建设，共同打造新兴文化消费业
态，扩大海南体育消费市场，提升海
南中高端旅游消费水平。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世界旅游业
理事会副主席段强表示，世界旅游投
资大会的举办，将搭建起旅游资源、
资产和资本融通合作的平台，为向社
会各界展现旅游项目的独特魅力和

商业前景开辟新的窗口，推动旅游产
业升级。

应邀出席的洛克菲勒家族第五代
主要代表——史蒂文·洛克菲勒表示，
在推广海南旅游产业的时候，也应当
积极推广海南的文化遗产。他还建议
海南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发展
高尔夫球运动产业。

会上，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

会会长魏小安，北京产权交易所副总
裁周志武，中国艺术国际行共同主席
龚庭玉，加拿大联邦省和地区（FPT）
旅游局局长联合主席克里斯·琼斯等
也就文旅项目投资机会与投资经验分
享、文旅项目的融资渠道等议题展开
对话。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并宣布大会
开幕。

共话旅游投资 共谋产业发展

世界旅游投资大会海口开幕
大熊猫正式与市民见面
熊猫世界每天8时至17时30分免费开放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郭萃）11月25
日，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行熊猫世界开馆启
动仪式，熊猫世界正式对外开放。大熊猫“贡贡”
和“舜舜”经过15天的适应期后，正式与市民游客
见面。海南日报记者获悉，目前熊猫世界免费开
放，开放时间为每天8时至17时30分。

当天一早，很多市民游客已经来到熊猫世界
门前，期待第一时间看到“贡贡”和“舜舜”。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熊猫世界分为室
内和室外两大部分，放置了各种游乐设施，整体充
满热带雨林特色与风情。12台空调恒温保障，开
阔的天窗、6台强排换气扇及2台抽湿机有效促进
空气流通，保障室内湿度适宜。目前两只熊猫已
基本适应了在海南的新家。

作为海南欢乐节海口欢乐周主要活动之一，熊
猫世界的开幕为本届欢乐节增添了新元素，而大熊猫
的成功引进，不仅丰富了动植物园的饲养物种，也丰
富了海口乃至海南旅游产品类型。

同时，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提醒游客，在场
馆内不要吸烟，拍照时不要使用闪光灯；不要乱投
食物；观看熊猫时不要拍打玻璃；家长带孩子参观
的时候，不要让小孩攀爬护栏或坐在护栏上；熊猫
虽然比较可爱，但仍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游客也需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此外，为了保障动物之间没
有疾病传播，游客进熊猫馆时不得携带宠物。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活动。

■ 本报记者 郭萃

“在这次活动中，让更多海内外
嘉宾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国际戏剧协会70周年庆典暨首届海
口戏剧周活动于11月23日至26日
在海口举办，在几天的活动过程中，
国际戏剧协会副总干事陈仲文充分
感受到海南人民对戏剧艺术的热爱。

本次庆典活动，来自世界五大洲
的280位表演艺术家齐聚海口，为海南
人民带来了一场戏剧艺术盛宴。“既把
国外戏剧文化呈现给海南本地观众，同
时也让国内外戏剧艺术家关注到海南
本土文化，而这正是‘保护文化遗产，
鼓励艺术创新，在多样性中创造联合。’
这一庆典主题的内涵所在。”陈仲文说。

陈仲文表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

应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让大众参与其
中，“此次充分体会到海南人民的热情
以及对戏剧的热爱和渴望。”

让陈仲文印象最深刻的是，南非剧
团排练的剧目让酒店服务员都感动得
流泪，“他们虽然不知道台词的内容，但
是通过歌声和表演却能够感受到演员
想要传达的东西，这就是戏剧的魅力。”

如今，海南正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因此应该注入
更多的文化元素，通过文化吸引更多的
海外客人。

“此次庆典活动只是一个开始，下
一步，我们初步计划每年11月份在海
口开展国际戏剧协会周活动员，给海
口提供不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艺
术，助推海南文化艺术发展壮大。”陈
仲文说。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国际戏剧协会副总干事陈仲文：

助推海南文化艺术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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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至25日，中国智慧城
市系列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期间，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168”，以下简称万达信息公司）
副总裁王兆进接受笔者专访时表示，
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该公司
将积极参与海南“智慧岛”建设。

王兆进介绍，万达信息公司以新
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为导向的城市一
体 化 系 统 CRP（City Resource
Planning），包含“3+1+N”核心内

容。其中，“1”是城市智能运营中心，
也就是城市“大脑”；“3”是指市民云、
政务云、企业云；“N”则代表医疗卫
生、政务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智慧应用。

2017年，万达信息公司和海口市政
府合作，为市民打造了一款公共服务超
级APP——椰城市民云。目前，椰城市

民云实现了只要通过这一个APP，用一
个账号，就能通享几乎全部的城市在线
公共服务，并提供许多海口特色服务，如
港口预约、不动产查询、椰城旅游等。王
兆进表示，接下来，将根据海口市民游客
及政府的需求，进一步优化服务。

对于海南“智慧岛”建设，王兆进

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随着
自贸区建设的加速，海南省应重点打
造全岛一体化服务平台。例如，将“椰
城市民云”升级为“椰岛市民云”，依托
椰岛市民云打造智慧椰岛总入口。

王兆进同时提出，万达信息公司
在电子政务、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

10多个民生服务行业建立了国家级、
省级示范性标杆项目，可以充分满足
海南省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各项需
求，“我们衷心希望能和海南一起，探
索推出以市民为中心的一体化服务，
为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本版策划/秦瑞 撰文/贾嘉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兆进：

不断完善椰城市民云 助推海南“智慧岛”建设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兆进在发言。

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欢乐无限。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25日，欢乐节系列活动之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启动。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丽丽 摄

➡ 11 月 25 日，
来琼大熊猫正式与市
民见面。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丽丽 摄

⬆休博会现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