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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25日讯 （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朱乃飞）11月25日上
午，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全省获奖优
秀美术作品展、第三届海南省“群星
奖”美术、书法、摄影获奖作品展于省
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出的作品
由22件海南省艺术节全省获奖优秀
美术作品和30件海南省“群星奖”美
术、书法、摄影获奖作品组成，展览开
幕后吸引了众多美术、书法、摄影爱
好者参观，反响热烈。

据了解，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全

省获奖优秀美术作品展、海南省“群
星奖”美术、书法、摄影获奖作品展是
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期间的重要展
览展示活动。其中第三届海南省艺
术节全省获奖优秀美术作品展也是
为迎接“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
秀美术作品展”而在全省范围开展的
评选活动。

据悉，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全省
获奖优秀美术作品展共征集到作品
189件，经严格评审，入选作品总数
95件，本次展览将其中的22件获奖

作品参展。作品承载着我省美术家
的创作热情，展现了三年来海南美术
领域的创作成绩、总体水准和发展态
势。第三届海南省“群星奖”美术、书
法、摄影优秀作品展共展出美术获奖
作品10件、书法获奖作品10件、摄
影获奖作品10件，参展作者是我省
各级群众文化工作者和社会文艺爱
好者，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颇具
思想性、艺术性和海南特色。

展览将展至12月2日，公众可前
往省博物馆1号展厅免费参观。

省艺术节获奖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展
同时展出省“群星奖”美术、书法、摄影获奖作品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
代/肩负国家民族的未来/把青春献
给梦想/不忘初心/向时代证明我们
的存在……”

近日，海南大学大型原创音乐剧
《我们这一代》在海口华人国际剧场
上演，这是该剧参评第三届海南省艺
术节的正式演出，也是该剧入选

“2018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剧目（海南站）”后第一次与
广大观众见面。

一个半小时
“穿越”四个年代

该剧编剧兼作词、海南大学艺术
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元广介绍，《我们这
一代》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30年
历史进程为主线，以传承周恩来总理
在视察原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
热带作物学院时提出的“儋州立业、宝
岛生根”为隐线，讲述了一代又一代海
大师生为新中国建设和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倾情奉献的动人故事。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也是海南大学建校60周年。
杨元广说，决定用创排音乐剧的方式
为特区和母校献礼，一是因为海南大
学曾在原创音乐剧方面有过成功探
索；二是因为音乐剧选材包容性强、
舞台表现力强、观众接受度强，不仅
能清晰叙事还易于传唱。

其实，这部音乐剧要做到叙事清
晰并不容易。短短一个半小时里，演
员们带着观众“穿越”1988年、1993
年、上个世纪60年代和2013年至今
等4个主要时段，既要向大家展示大
学毕业的欣喜、创业失败的低落，又
要以先抑后扬的方式，引导大家在回
顾宝岛创业的艰辛后，自然而然地生
发出投身新时代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巨大热情。

为了让观众融入其中，该剧作曲
兼音乐总监、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赵晓辰创作了《丹心耀南疆》等贯穿
全剧的21首歌曲。其中既有校园民
谣的浅吟低唱，又有主旋律歌曲的激
荡人心；既有说唱音乐和迪斯科舞曲

的独特时代印记，又有儋州调声和山
歌选段的鲜明海南特色……

一年半时间
十易其稿不断打磨

《我们这一代》从形成初稿到最终
定稿，一年半里开过两次专家论证会，
并进行过10次大幅度修改，小幅度修
改更是天天都有。杨元广说：“基本除
了骨架，血和肉都被换过了。”

该剧执行导演兼艺术总监、海南
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李群山举例：原剧
本中，郝健创业失败，大山等人来劝
慰他时，一登台就直接唱起《理想》。
后来，这段演绎被改为大山等人一边
劝慰郝健一边架起他的双臂向远方
呐喊，喊出了心中苦闷，也喊出了青
春理想。观众都说：“确实很‘燃’！”

歌曲方面也作过不小的调整。
该剧导演兼编剧、海南大学人文传播
学院教师邓菡彬举例，《荒野创伟业》
一曲原本充满了“英雄儿女”“革命理
想”等“高大上”的歌词。根据他的建
议修改后，“清风明月作伴/椰树芭蕉

来站岗”“大学办在茅草房/日夜艰苦
只为理想”等歌词，被观众盛赞极具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没有冲突的剧本是没有生命力
的。”杨元广说，尽管该剧已经正式与
观众见面，但还会被不断地打磨，“我
们希望每一次登台，都能让观众看到
我们的成长。”

用心用力用情
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谈到排练中的苦与乐，演员们都
有说不完的话。

大山的扮演者、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刘泰然说，主演们大多是音
乐表演专业声乐方向的学生，在台上一
板一眼唱歌惯了，一下子要又唱又跳又
演，“折腾了好久还是走不进角色，我都
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演戏。”

“为了这部剧，演员们都挺拼
的。”李群山说，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
只是演员们付出的“冰山一角”，真正
的功课都做在了台下。比如，每个演
员都要给所扮演的人物写一本小传，

把人物的成长经历完整地写出来。
正式排练之前，大家围坐一周，挨个
介绍自己的角色，把一个个角色有血
有肉地“立”起来。

青年王老师的扮演者、海南大学
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思远还特地
到校史馆，在前辈们垦荒种胶时居住
的茅草房模型前驻足良久，“那样的
情景让我深受触动。我感受到了前
辈们在‘全国唯一的茅草屋大学’里
艰苦创业的决心，也明白了‘一粒橡
胶种子等于一两黄金’的深刻内涵。”

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当演
员们一边奔跑一边唱出青春理想，全
场都在静静地听着麦克风里掩饰不
住的气喘吁吁；当台风来袭，“王老
师”奋不顾身向滚落一地的橡胶种子
扑去，那双膝触地的响声就像重重地
敲打在观众心上……

“看着我淤青的膝盖，家里人都很
心疼，问我怎么不戴个护膝？”朱思远
说，护膝隔开膝盖和地板，削弱的是
痛感更是情感，“我们用心用力用情，
就是想为特区、为母校献上最真挚的
祝福。”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海南大学以原创音乐剧《我们这一代》向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建校60周年献礼

不忘初心，向时代证明我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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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1月25日电（记者林
晓君）11月25日晚，第三届海南省曲艺
大赛颁奖晚会在儋州市大戏院举行。

经过精彩角逐，少儿快板《阿莲》
获曲艺类一等奖及创作奖；作品《帕勒
脱贫记》获小品小戏类一等奖；《爸爸
还在加班》获诵读故事类一等奖；音乐
说唱《游文澜》获综合类一等奖。

此次大赛共收到参赛作品 62
件。通过初选，共有25个作品入围决
赛。决赛作品大部分是近期新创作的
贴近生活、接地气的曲艺作品，经过决
赛，评选出曲艺类、小品小戏类、诵读

类、综合类共19个等级奖及6个创作
奖，6个组织奖。

据介绍，我省将按照计划每两年
举办一届该大赛，挖掘曲艺创作人才，
打造一批优秀曲艺作品，促进我省曲
艺艺术蓬勃发展。同时，将每年举办
一些不同类型的专业分类比赛，不断
推动我省曲艺艺术水平的提高。

本届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文联、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儋州
市委宣传部和临高县委宣传部共同主
办，省曲协、省群艺馆、儋州市文联和
临高县文联承办。

第三届海南省曲艺大赛落幕
《阿莲》等5个作品分获各类奖一等奖

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
12月15日陵水开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中华龙舟大赛
总决赛（海南·陵水）将于12月15日至16日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开赛。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36支队伍、共756名运动员参加22人龙舟、12人
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比赛项目，总奖
金高达150万元。

中华龙舟大赛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央电视台
重点战略合作项目。海南陵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
光、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优良的龙舟运动场地，
得到了业界人士的一致认可，被选为中华龙舟大
赛总决赛的举办地，至今年已承办5年。

省网球团体赛开拍
17支球队参战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林永成）2018
年“建设银行”杯第九届海南省网球团体赛24日
在海口开打，17支球队2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

本届网球团体赛吸引了几乎所有海南本土业
余网球好手参赛，每支队伍允许一名省外外援或退
役5年以上的专业运动员加盟。比赛进行团体赛
制，每场比赛由5个单项比赛组成，分别为：男子单
打、男子双打（年龄90+，两人均在40岁以上）、女子
双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分为4个小组打单循环赛；小组前两名出线，
进入第二阶段淘汰赛。前八名均有奖金奖励，冠军
奖金3万元。全部比赛将于12月1日结束。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海南省网球协会承办。

足协杯决赛首回合

北京国安1：1平山东鲁能
11月25日晚，在中国足协杯决赛首回合比赛

中，北京国安队主场以1：1战平山东鲁能队。图为
鲁能队球员佩莱（上）在比赛中争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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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赴杭州推介美丽乡村

钱塘江畔
“劲吹”海岛田园风

11 月 22日，2018 年海南琼海美丽乡村成
果发布暨乡村振兴招商推介会在浙江省杭州
市举行。通过城市宣传片、彩色沙画、经典戏
曲表演、创意手绘动画视频等形式，琼海市政
府推介团队集中展示了该市的椰风海韵、民俗
文化、诗意乡村、特色小镇和秀美田园，让与会
者心驰神往。

此次推介会由琼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琼海市
招商局承办，主题为“乡愁万泉河，田园新生活”。
琼海市、杭州市政府有关领导、部门负责人，浙江
省海南商会、浙江省上海商会负责人，杭州市工商
联、阿里巴巴集团、现代集团、海尔集团、联众集
团、兴合集团、浙江红叶园艺、北大青鸟等单位和
企业代表，以及浙江主流媒体记者共200余人参
加了推介会。

推介会在《万泉河水清又清》熟悉的旋律中
拉开序幕。琼海市政府推介团队通过精心准备
的城市宣传片、美丽乡村原创彩色沙画、沙美村
创意手绘动画视频、大幅形象展示墙等，向与会
嘉宾集中展示了琼海的旅游资源、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及乡村振兴招商项目。会上，来自海南和浙
江的琼剧、越剧演员还联袂演绎了经典戏曲《三
看御妹》选段。

此次赴杭州推介，琼海还带去了包括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项目、博鳌培兰
洋农业公园项目、会山镇加脑苗族风情村旅游
项目等在内的10个旅游相关招商项目，估算投
资总额达318亿元，吸引了众多投资客商前来
咨询洽谈。

“琼海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较好，美丽乡村项
目特别是民宿，与我们公司的投资方向比较契
合。”联众集团乡村振兴事业部高级经理程娟娟
表示，琼海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城乡
发展基础较好，加上海南自贸区、博鳌亚洲论坛
等带来的集成效应，是海南比较理想的投资目
的地。

据介绍，近年来琼海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前
提，以产业为支撑，按照“宜居宜业宜游宜养”
目标，构建科学生态的发展规划，推动城镇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夯实美丽乡村建设的基
础，促进农旅高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市已打
造特色小镇13个、美丽乡村34个，一批“美丽
乡村”获评国家级荣誉称号。今年1-10月，琼
海全市共接待游客358万人次，其中乡村旅游
176万人次。 （本版策划/徐一豪 撰文/飞羽）

科学规划，积极招商，打造样板——

推动乡村振兴 琼海吹响号角

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
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相
关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琼海市编制
了《琼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并经琼海市委十三届
六次全会审议通过，近日将正式印
发实施。

据了解，琼海市将把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通过统筹
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
的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和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根据规划，至2020年，琼海乡
村振兴将取得重要进展，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稳步增强，农业供给质量
明显提高；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渠道
进一步拓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
距持续缩小；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农村“五网”基础设
施提档升级，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
善，13个特色小镇（区）、100个美丽
乡村基本建成。

至 2022 年，琼海乡村振兴取
得阶段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水
平明显提升，农业结构进一步改
善，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增强，城
乡融合发展更加深入；乡风文明达
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建设更多美丽宜居宜业宜游乡
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省全
国前列。

5年规划绘就乡村振兴蓝图

琼海是全域旅游的践行者和引
领者。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以
建设“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会
和”的海南东部中心城市为目标，坚
持按照“规划引领、政府引导、群众
参与、市场运作”模式，积极推动美
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
融合发展，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
风情小镇、美丽乡村和农业公园，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乡村振兴的基础
日益夯实。

为对外展示琼海乡村旅游资源
及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提升琼海品
牌形象，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者进

入琼海，助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
去年以来，琼海市先后赴北京、成
都、杭州举办了3场“全域旅游”“乡
村振兴”相关主题的专场推介会，取
得了良好成果。

刚刚在杭州落幕的2018年海
南琼海美丽乡村成果发布暨乡村振
兴招商推介会，是琼海市今年赴岛
外举办的第二次专场推介会。推介
会吸引了杭州市相关政府部门、浙
江省相关企业、主流媒体记者等共
200余人参加，既充分展示了琼海
秀美的山水田园，也为琼海乡村旅
游、项目招商积攒了一大批客户。

招商推介提升乡村品牌形象 “乡村振兴”战略该如何实施？
能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对大多数普
通群众而言，心里没有具体的概念。
为打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琼海样
板，2017年，琼海市携手省农业厅打
造了沙美乡村振兴示范村，使之成为
对外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

沙美村是博鳌镇南部的一个行
政村，位于金牛岭脚下，九曲江、龙滚
河入海口，坐拥生态湿地沙美内海，
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但此前由于交通不便，发展比较落
后，沙美乡村振兴示范村落成后，才
得以“披上嫁衣出深闺”。

如今的沙美村，抬头望山，低头
见水，处处充满乡愁。书吧、民宿、农

家乐、咖啡馆一应俱全，彩田绿道、椰
林水韵、农业公园、红树林湿地吸引
着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不仅外
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就业创业、参
与家乡建设，邻近市县、乡镇的居民
也慕名前来参观学习。沙美村，俨然
成为琼海乡村振兴的一张名片。

琼海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琼海建设海南东
部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
措，该市将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统
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争取早日将
琼海建设成为海南实施乡村振兴
的样板，建设成为对外展示中国农
村改革开放新面貌的重要窗口和
靓丽名片。

打造样板提振农村居民信心

2018年海南琼海美丽乡村成果发布暨乡村振兴招商推介会启动仪式。
（本版照片由琼海招商局提供）

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乡村振兴、解决好
海南的“三农”问题，是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重要前提和底
线目标。今年以来，琼
海市主动作为，积极谋
划，通过编制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开展乡村振
兴招商推介会、打造乡
村振兴示范村等一系
列举措，吹响推动乡村
振兴的号角。

A

B
C

推介会的表演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