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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琼剧”传承重担

戏台上响起一串急促的鼓点声，几个
脸上挂着油彩的演员踱着方步登场，一招
一式咿咿呀呀唱尽天上凡间事，惹得台下
一张张脸凝神上望……从汉时胡人百戏
到宋词元曲，如果说戏曲里藏着中国人的
道德观念、审美趣味乃至文化性格，那琼
剧则是流淌进海南人血液里的文化符号。

让琼剧走进海南省中小学校园，让孩
子们重新认识并爱上琼剧，这对琼剧的传
承至关重要。为把琼剧教学落到实处，海
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进校园”考察小
组于2018年5月特赴嵊州越剧艺术学校、
浙江金华艺术学校、北京史家小学分校等
地进行考察调研、相互交流学习，在戏曲
进校园承办机制、教学理念及如何编创教
材等等方面收获了颇多新思路。

琼音戏韵萦绕校园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进校
园”考察小组在对国内各艺术院校戏曲
进校园活动进行考察调研后，结合海南
自身实际情况及文化繁荣发展的需求，
于2018年9月正式走进“琼剧孵化试点
基地”——定安县第一小学、定安仙沟
思源实验学校、屯昌新兴中心小学、定
安县实验中学，为孩子们传授琼剧的

“四功五法”。

省艺校老师们认真地给学生们讲解

琼剧知识，她们告诉学生：“琼剧是一个具

有海南地方特色的剧种，更是一门艺术。

它兼收并蓄，拥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是集

诗词歌赋、音乐曲调、表演程式、舞蹈语言

和舞美绘画等文化艺术于一体的戏曲艺
术。”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感叹琼剧历史

原来这么悠久。
让琼剧走入课堂，并非只是给学生们

传授戏曲技艺，而是要不断提升学生对

传统艺术的鉴赏能力。海南省文化艺术

学校将普及编创琼剧校本教材，以培养

学生兴趣为着眼点，根据孩子们的年龄

特点和喜好设计课程，让学生感受到本

土琼剧文化艺术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

“琼剧进校园”让更多孩子喜欢上

了琼剧，短短一个学期的学习，孩子们

就能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表演起琼剧

来。省艺校琼剧孵化试点基地的60名

学生还将于2月2日晚出演海南省琼剧

春节晚会，与琼剧名家同台献艺，为观

众恭贺新年。

接下来，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还将继

续推进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开展

“琼剧进校园师资培训”“名家进校园”“名
品进校园”“剧团进校园”等活动，邀请戏
曲名家、专业剧团进校演出，进一步活跃
校园戏曲氛围。

琼剧热潮涌进课堂 戏韵芬芳润育桃李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助力戏曲进校园

“手拿碧桃祷告上苍，替
我金定解开疑团，我数鲜花若
成对双，美满的姻缘如愿以偿
……”日前，在定安县仙沟思
源实验学校的琼剧课堂上，几
名学生即兴表演了琼剧《三看
御妹》之“手拿碧桃祷告上苍”
唱段，稚嫩童声在抑扬顿挫中
将情绪表现得纯粹而淋漓。

从“知戏”“赏戏”到“唱
戏”“爱戏”，自海南省文化艺
术学校启动戏曲进校园活动
以来，越来越多学生受到传统
戏曲文化的熏陶，感受到琼剧
文化艺术的魅力，掀起了一股
校园琼剧热潮。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学生表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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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所海事局
“海巡1106”轮列编

本报八所1月30日电（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陈振凯）1月30日早上，八所海事局“海巡1106”
轮列编仪式在八所港隆重举行。“海巡1106”轮是
八所海事局为提高海事监管服务水平、加强海事
监管服务能力、提升海事应急救助能力，在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和海南海事局的支持下建造的海事系
统40米级B型巡逻船。

据了解，“海巡1106”轮是目前海南西部海域
最大、最先进的海事公务执法船之一。轮船长
47.4米、型宽8米、型深4.7米，满载航速为17.5海
里/时，大风天气续航里程1300海里，配备双舵。
主要用于执行辖区海上日常巡逻、海上调查取证、
海上应急搜救等任务，该轮动力系统采用双机双
桨推进，具有航行速度快、快速反应能力强等特
点，可快速处置辖区违法案件和突发险情。同时，
该轮配备了卫星通信和导航设备及网络与监控系
统，能及时对现场情况进行远程监控。

“海巡1106”轮列编，将进一步增强八所海
事局的海上动态巡查能力，有助于提升该局对大
型重点水工项目施工水域现场进行交通管制的
保障能力。

本报屯城1月30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莫光财 周慧东 颜文
韬）春节临近，对于新能源汽车车主
来说，长途开车最担心的莫过于电池
续航问题。近日，海南省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交控）与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在海南中线
高速公路枫木服务区合作建设的我
省首个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换电站
投入使用。新能源汽车3分钟就能

更换充满电的电池，即使算上检修的
时间耗时也不会超过10分钟。

“车主上个厕所的时间，电池可
能就换完了。”该换电站维护工程师
韩运定说。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换
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占地40多平
方米，仅相当于3个标准停车位的面
积大小。按照服务流程，新能源车驶
入服务区后，由工作人员把车开到换

电站内，接下来便开启自动化换电池
操作：举升臂抬起汽车，松螺栓，换下
需要充电的电池，再将充满电的电池
换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耗时不过
3分钟。

据悉，该换电站会给更换下来的
电池充满电，以便下次使用。换电站
会对存量电池进行定期检查，确保只
有处于“最佳状态”的电池会被客户
的新能源车使用。受电池型号限制，

目前，该换电站仅可为蔚来自有品牌
电动汽车换电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除了换电
站，枫木服务区还设有8个快速充电
桩和加油站，方便各种类型的车辆加
油或充电。

海南交控董事长黄兴海表示，
当前我省正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
车，海南交控将深度整合资源，在
公路服务区及公路驿站等区域建

设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推出新
能源汽车租赁等服务，助力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

据悉，目前，海南交控和蔚来汽
车已在海口市的海南迎宾馆和海南
中线高速公路枫木服务区两处建设
换电站，未来还计划在海南环岛高速
公路沿线及三亚市辖区布局建设换
电站，逐步实现“驾新能源汽车全岛
出行补能无忧”的目标。

我省首个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启用
位于中线高速枫木服务区，换电池只需3分钟

新 走基层

■ 本报记者 袁宇

这块农田里长的是嫩绿稻苗，那
块农田里长的却是高近2米的草。这
是1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万宁市
北大镇军田村采访时看到的“景观”。

“可别小看这些草，没有它的话，
我可能都没钱置办年货。”55岁的村民
陈高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一种名
叫“王草”的牧草，“种草的经济效益比
种水稻好，我种了5亩多这种草，去年
的收入保守估计也有近3万元。如果
种5亩水稻，收入可能才1万多元。”

“这块田里的牧草已经长得很高

了，再不割就不好割了。”陈高文一边说
着，一边走进农田里，指着一株约1.8
米高的牧草介绍，这种牧草茎秆形似甘
蔗，叶子呈长条形，许多动物爱吃。

为了扩大种植牧草的规模，去年
陈高文从邻村村民处承租了一片撂
荒地。他笑着说：“种牧草基本没有
病虫害，也不用除杂草，比种水稻轻
松不少，我和老伴能应付。”

军田村村民种牧草，不愁销路。
“我们根本不担心牧草卖不掉，因为有
公司统一回收，种多少收多少。”正在
地里张罗着收割牧草的村民蒋明开介
绍，2016年，在农业部门的支持下，军
田村引入海南老羊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我们种出
来的草都由公司统一回收，冬季320
元/吨、平时300元/吨，收入很稳定。”

“1 个人 1 天能收割 1 吨多牧
草，卖给公司就有400多元收入，是
当场结账的。”站在一旁的陈高文接
过话说。

在军田村，像陈高文、蒋明开这
样种牧草的村民有不少。军田村驻
村第一书记倪世恒介绍，该村位于北
大镇西北部偏远山区，村内既缺良
田，灌溉条件也差，很多农田适合种
植牧草。

据介绍，“王草”是由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研发的牧草品种，是一种多
年生牧草，每一茬牧草生长期约2个
月，每亩年产量在20吨以上。

“我们发展养羊产业，村民种的牧
草不愁销路。目前，村民种植的牧草
勉强能满足黑山羊养殖基地的牧草需
求。”海南老羊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高云林说，黑山羊养殖基地现有
羊1000多只，1天消耗牧草2吨多。

值得一提的是，军田村村民种牧
草，由海南老羊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免费提供草种。在牧草收割时，
公司还会安排货车及工作人员，免费
帮村民打包收割好的牧草，再运回黑
山羊养殖基地。

高云林说，为了带动更多村民种
植牧草，公司下一步计划引进收割、碾
碎一体化机械设备，进一步减少牧草
收割的人力消耗，“一套设备大约30
万元，20分钟能处理约2吨牧草。”

“现在既有好政策，又有好销路，
我也打算租撂荒地种牧草，增加收
入。”蒋明开说，新的一年要更加努
力，过上好日子。

（本报万城1月30日电）

万宁军田村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黑山羊养殖产业

种草也能奔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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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奋力实现开门红

本报三亚1月30日电（记者孙
婧）全长14.359公里、设计为双向6
车道的海榆东线海棠湾至亚龙湾
段道路改造工程（以下简称三亚海
棠湾223国道改造工程），近日已实
现全线功能性通车。这段公路的
通车，可有效缓解G98环岛高速公
路大茅隧道段拥堵状况，为春节黄
金周期间前往两大湾区的市民及
旅客提供了新的坦途。

海南日报记者1月30日驾车来
到223国道上，从亚龙湾入口向海棠
湾湾坡路路口行驶，一路畅行，用时
约20分钟。新路沿途设置了12个
公交车站，以及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方便附近村庄的村民出行。

在新路上远望，山势夹道而走，
穿越竹落岭隧道后，波光粼粼的铁炉
港内湖和天边的大海乍现眼前。近
看四处，左侧山坡上种满芒果、椰子
树，右侧大片水田中插上了嫩绿的禾
苗。路两旁的景观带，雨树、三角梅
及黄色和紫色的小花点缀其中。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该项目负责
人杨海林介绍，曾经的海榆东线海
棠湾至亚龙湾段仅为双向2或4车
道，不仅路窄、弯急，且路面坑洼不

平，还有一段崎岖的盘山公路，由于
坡度较陡，行车较为不安全，且易造

成交通拥堵。每逢雨天，路面积水，
每逢大风，扬尘漫天。驾驶在这条

路上，不少司机都胆战心惊。
如今，经改造拓宽后，新路路基

宽 42米，设计时速 60公里/小时。
其中，新打通的竹落岭隧道，将原先
两公里的盘山路，缩短为525米直
通路，驾车半分钟就可穿山而过。

“在国道上跑虽然没有在高速路上
快，但正好可以欣赏沿途风景。”一
名司机表示。

在海榆东线海棠区青田片区路
段，不少当地村民在路两旁做起了生
意。铁炉村村民吉先生摆摊卖自家
的香蕉，他说：“从东线进三亚，除了
走高速就只有这条路了，拓宽以后有
很多游客骑车从这里过，顺便就买我
的香蕉，生意很好！”

沿海榆东线海棠湾至亚龙湾段
而建的，还有海棠区青田中医药产业
小镇。海棠湾·上工谷项目中医药康
养基地有关负责人对新223国道通
车寄予厚望：“223国道是我们出入
的唯一道路，每年这么多国内外游客
来到三亚，路拓宽了，希望能吸引更
多企业前来投资。”

据悉，当下三亚还有三横路、亚
龙湾第二通道等交通设施项目正在
建设中。三亚积极加密路网，拓宽道
路，为未来发展“大三亚”全域旅游打
下基础。

三亚海棠湾223国道改造全线功能性通车
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小时

改造后的223国道海棠湾至亚龙湾段。 本报记者 孙婧 摄

东方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签约
计划明年上半年投产

本报八所1月30日电（记者张惠宁）1月30
日上午，东方市政府与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签
订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协议，开工
建设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据了解，该
项目（一期）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据了解，东方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
中标方为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项目投产
后，主要处理东方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生活垃
圾、商业垃圾及具有焚烧价值的现有垃圾填埋
场的陈腐垃圾。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海南项目负责人王森
林介绍，公司在国内外建有超过130个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日处理垃圾超过10万吨。东方市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设计日处理垃圾规模1200吨，项目
（一期）建成投产后，可日处理垃圾800吨。

海口南港码头
进出港通道拓宽
由双向2车道改为4车道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青）1月3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口市城建集团获悉，经过
13天不间断施工，南港道路拓宽工
程于1月 30日提前完工，进出港通
道由过去的双向2车道改为双向4车
道。

据了解，南港码头是海口连接内
陆的重要运输通道，其货运和客运交
通量巨大。南港码头与海口滨海大道
延长线之间的进出港道路，是进出南
港码头的唯一通道。原道路为双向2
车道。长期以来，因路面破损、狭窄，
进出港通行效率低，节假日期间很容
易出现车辆拥堵的情况。

改造拓宽后，南港码头进出港道
路通行效率由原来的1230辆车/小时
提升至2590辆车/小时，通行能力增
强2.1倍。

三亚加大酒驾整治力度

联网式酒精检测仪上岗
本报三亚1月3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张海哲）1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1月31
日起，三亚将在全市范围内启用联网式酒精检测
仪，将酒精检测数据实时上传后台，并计划将酒驾
整治范围覆盖至电动自行车。

据介绍，与传统呼气酒精检测仪相比，联网
式酒精检测仪具有3方面优势：一是联网式酒
精检测仪内设4G手机卡，能将所测得的呼气酒
精检测数据实时上传至“酒精检测仪数据管理
平台”，可有效杜绝权力寻租及人情干扰，确保
执法效果；二是联网式酒精检测仪具有指纹识
别比对及证据采集功能，在检测过程中能对重
点人员进行自动识别比对及证据采集，精准识
别驾驶证被暂扣、注销后仍上路行驶的交通违
法行为人；三是“酒精检测仪数据管理平台”能
够根据查处情况形成酒驾交通违法热力图，为
交警执法提供决策依据。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29日12时-1月3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12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3

27

18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