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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伍昭静 宋印官

“珍丽，新房挂上国旗真喜庆啊！”
10月3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南
达村驻村第一书记郑德怀刚一走进院
落，42岁的村民李珍丽迎了出来，开
心地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第一
次在新房子里庆国庆，党的扶贫政策
好呀！”

去年以来，南达村隔三岔五就
有喜事。得益于白沙县“整村推进”
计划及危房改造政策，全村168户阴
暗潮湿的土坯瓦危房都进行了改造，
座座新房拔地而起。

“南达村曾经是大山里的深度贫
困村，如今全村贫困户都住上了暖心
的安全房。”郑德怀说。他是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扶贫办常务副主任，到
南达村挂职当驻村第一书记的两年时
间里，看着南达村越来越美，村民越来
越富，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和满足。

村民钟万玉在家里正忙着煮饭，
“小孩上学有补助，上个月还领到了
‘南方电网南达奖学助学金’，现在又
住进了新房。”钟万玉掰着手指一件件

数着开心事。
钟家新房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上

联是“党施良策惠千家”，下联是“人
民安居感恩情”，横幅是“党恩赐福”，
钟万玉指着对联说：“这是搬新房的
时候特意找师傅写的，全是我们的心
里话。”

沿着宽敞整洁的村路走到田间地
头，几辆摩托车停在田埂间。“下午5
点多了，大家都还在忙活。”郑德怀说，
2016年，由政府导入“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运作方式后，南达村创建了紫
玉淮山推广示范基地，今年农户自发
种植面积达60余亩。

田树贤就是靠着种植紫玉淮山脱
了贫，现在他将种植面积扩大到20亩，
并带动6户贫困户加入种植，成了致富
带头人：“有了技术、有了销路，我们再
多干些，日子会越来越好。”

一路走来，南达村内国旗迎风招
展。“现在村里正在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房前屋后都要种上鲜花绿草，村民
们还计划搞乡村旅游。”郑德怀开心地
说，“年底你们再来看，村里也许就是
景区了！”

（本报牙叉10月3日电）

受益于扶贫政策，白沙南达村村民住进新房庆国庆

山村国旗飘 迁居谢党恩

本报讯（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王曼专）10月2日上
午，“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
澄迈国庆专场在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开市。该县41名贫困户以及
有贫困户参与的合作社，携带蔬菜水
果、肉类、农产品参与。现场销售农产
品约4.2万元。

据了解，此次爱心扶贫大集市开
市前，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集市
上摆卖的蔬菜水果类做农药残留快速
检测，均未发现残留农药。

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本场爱心扶贫大集市上，摆满了各种
特色农产品，有绿壳鸡蛋、大茂酸菜、
蜂蜜、羊肉、牛肉、散养鸡以及当地的
瓜果蔬菜。

活动现场，前来购买者络绎不
绝。澄迈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
镇干部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等600多人参与购买。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直以来，澄迈县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
作，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
抓。截至9月底，澄迈扶贫产品在全
省爱心扶贫网销量榜名列第三，销售
额高达518万元。下一步，澄迈将采

取多样化、全方位的创新扶贫方式，加
快拓宽贫困户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大
产销对接，在农产品市场需求与贫困
户生产之间构建便捷、畅通、高效、稳
定的产销流通渠道，助力贫困户稳定
增收脱贫，倒逼农村产业升级，促进农
业产品融合发展。

“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澄迈国庆专场开市

农家土货成爆款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赵
优）自9月20日全国公映之后，凭借
独特的历史视角、用心雕琢的人物形
象和深刻的主题内涵，电影《决胜时
刻》票房过亿元，成为年度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热门影片。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该片仍在上映中，观众可通过相关
平台购票观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今
年，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不少献礼
片。《决胜时刻》聚焦1949年那段激
情澎湃的岁月，再现了新中国成立
前夕，中共中央在北平香山会见民
主人士、完成国共和谈、指挥渡江战
役、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
动人故事。

影片继续由曾带来《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的著名
监制、导演黄建新执导，宁海强共同导

演。《决胜时刻》秉承“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的创作原则，既立足宏大格局回
顾70年前的国家记忆，也基于历史事
实对人物进行艺术创作。影片一方面
定格了国共和谈、炮打紫石英号、解放
军渡江等关系国家命运走向的历史瞬
间；另一方面，电影将镜头对准人物，
刻画了毛泽东与其他几位领导人、与
儿女、与下属相处的细节，不仅有让观
众捧腹大笑的趣味一幕，也有感人至
深的真情流露。

此外，更让人感到惊喜的是，电影
结尾处4K修复版彩色开国大典首现
国内大银幕，这也是开国大典历史影
像资料第一次以彩色超清画质出现在
大银幕上。据了解，此前各类影片中，
涉及开国大典的内容多是引用黑白影
像史料。而《决胜时刻》中的开国大典
片段，采用了修复后的版本，真实还原
了当时现场的所有细节。片尾珍贵的
4分钟彩色纪实影像，被观众称为本
片的最大惊喜。“真实人物带来的冲击

力太强了，看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影
像，仿佛我也跨越时空到了开国大典
的现场”“感谢那些为共和国的诞生付
出努力的人们，也真心为祖国如今的
繁荣昌盛感到无比骄傲”，观影后，网
友们纷纷点赞。

据了解，星橙国际影城·杜比巨幕
（明珠店）、中视国际影城IMAX（喜
盈门店）10月4日仍有《决胜时刻》场
次，观众可在各大购票平台查询余票
信息，购票观影。

年度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决胜时刻》票房过亿元

彩色4K修复版开国大典影像首现大银幕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黎族阿哥、阿妹对唱传情，尽享椰
风海韵；朝鲜族姑娘边舞边奏长鼓，仪
态如鹤舞云端……10月3日，在海口
市秀峰实验学校美术教师黄海桃的工
作室内，展示了由56幅作品组成的系
列剪纸作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据
介绍，该系列剪纸作品由2名美术教
师历时3年完成，后又经过2年时间
的调整、修补，最终呈现出的精美图
样、绮丽色彩，连日来已令许多网友为
之点赞。

“整部剪纸作品使用了56种色
彩，刻画了中华56个民族。单幅作品
画幅为73厘米×48厘米，造型为椭
圆形，寓意祖国民族大家庭团圆、圆
满。”创作者之一、海口市第二十五小
学美术教师黄小娜介绍，为了创作高
质量、高水准的剪纸作品，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自己和另一名创作者
黄海桃通过查找大量文字、图片，为作
品中的56个民族分别选取了对应的
服饰、造型、风物等元素。甚至对各个
民族使用哪些线条、哪种花边，两人都
反复商议，精益求精。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朵朵
都不一样。”黄小娜指着一幅幅剪纸作
品介绍道，比如，为了刻画藏族同胞的
生活环境，两人特意创作了布达拉宫、
藏羚羊等本土建筑、风物；作品中的朝
鲜族女孩不仅穿着原汁原味的民族服

饰，腰间还挎着长鼓，并以仙鹤围绕，
暗喻朝鲜族鹤舞这一独具特色的舞蹈
形式……

作品赏心悦目，但创作的道路并
非坦途。

“剪纸属于镂空艺术，不允许出
错。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在动用剪子、
刻刀前，做好构思设计、绘制纹样等一
系列繁复的准备工作。”黄小娜直言，

因为自己和黄海桃都是汉族人，且均
生长于海南岛，一开始，对岛外许多民
族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并不熟悉，给
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此外，因为
白天要上课，两位教师只能在夜里挤
出时间，废寝忘食地展开创作、交流。

在黄海桃看来，只要热爱，这些困
难都可以被一一克服。“早在20年前，
我便萌生了以剪纸作品刻画56个民族

的想法，且完成了黎族、维吾尔族2个民
族的主题剪纸作品。但由于2件作品
遗失，这一想法也‘搁浅’了。”黄海桃
说，后来自己结识了速写功底扎实、醉
心剪纸艺术的黄小娜，两人一拍即合、
齐心协作，最终用3年时间完成了系列
剪纸作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

黄小娜介绍，《中国五十六个民
族》完成后，自己和黄海桃又在原作品

的基础上，对人物造型不恰当、创作内
容不成熟、色彩搭配待改善的单幅剪
纸作品进行微调、修补。她表示，作为
教师，自己和黄海桃都希望通过这部
作品，向学生们传递热爱祖国河山、民
族团结的价值观，为国家培养更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

地球小姐海南赛区晋级赛结束

10位佳丽晋级海南赛区复赛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王玉洁）10月

1日，2019地球小姐环保大使中国区大赛海南赛
区在海口举行第一轮晋级赛。经过激烈角逐，
10位佳丽脱颖而出，晋级了将于11月举行的海
南赛区复赛。

比赛中，从海选胜出的40位选手依次上台进
行自我介绍、休闲时尚服装展示、才艺展示、传统
服饰展示。根据赛事规程，海南赛区晋级赛共有
4个赛点，其他3个赛点分别于10月3日至10月
18日在三亚、海口举行。

据悉，该比赛海南赛区将产生冠亚季军各一
名，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人民币；大赛
还设最佳颜值奖、最佳人气奖、最佳才艺奖。今年
是地球小姐环保大使选拔赛首次成立海南分赛
区，旨在引导大众更多关注绿色和环保。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
U系列赛总决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袁宇）10月2日，2019海南省
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U系列赛总决赛暨澳大利
亚希尔斯青少年巡回赛在琼海博鳌开赛，来自中
国、韩国、马来西亚、加拿大、泰国、老挝等国家、地
区的120名青少年高尔夫球爱好者将在3天时间
内争夺男子、女子U23、U19、U13、U10共8个组
别的冠亚季军。比赛将持续至10月4日。

在本次比赛中，组委会为参赛球员精心策划
了一系列的赛余活动，有冲浪、帆板等水上运动体
验活动，有运动体育心理学讲座，让参赛球员在紧
张的比赛之余，能够更好地放松。还设立了针对
球员家长们的沙龙活动，现场将设有啤酒免费饮
取区域，家长们可以在沙龙活动中举杯畅饮，交流
经验。

据了解，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省教育厅、海南
省高尔夫球协会联合主办。

屯昌环木色湖徒步大会启动
省内外3000多人参加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易长桂）10
月 2日上午，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海南（屯昌）
环木色湖徒步活动在屯昌启动，来自省内外
3000多名徒步爱好者相约木色湖，用徒步健身
的形式庆国庆。

当天上午，木色湖旅游度假景区广场上人山
人海，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手持国旗，同唱《我和
我的祖国》。参与者身着活动衫，装备齐全，在观
看了啦啦队助力表演之后，全程7公里的徒步活
动在一声鸣笛声中正式开始，徒友们在参与徒步
的同时，还积极体验帆板、皮划艇、充气浮排，垂钓
等趣味水上游戏，徒友们热情高涨。

此次徒步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屯昌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屯昌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海南省徒步运动协会、海南百鸿熙海
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承办。

海口两名美术教师以民族风剪纸作品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巧思妙手剪出56朵“团结花”

10月3日，白沙南达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给村民们的新居插上国旗庆国庆。
通讯员 伍昭静 摄

截至9月底

澄迈扶贫产品在全省爱心扶贫网

销量榜名列第3

销售额高达518万元
全国五子棋锦标赛海口开赛
国内300多名棋手参加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
全国五子棋锦标赛10月3日在海口黄金大酒店
举行。国内300多名棋手参加。

此外，2019 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将于 10
月6日至9日在澄迈盈滨半岛亚泰温泉大酒店
举行，获得过世界冠军的国内棋手将悉数来琼
参赛。这是澄迈县第一次举办全国五子棋国
家级比赛。

全国五子棋精英赛是国内水平最高的五子棋
比赛。获得本次精英赛冠亚军的棋手将分别获得
1.5万元和1万元的奖金。本次精英赛各组前3名
球手将获得下一届精英赛参赛资格。

省五子棋运动协会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两
届全国锦标赛的举办，努力把五子棋打造成海南
特色智力运动项目，为海南体育+旅游展业的发
展作出贡献。

黄海桃在工作室内埋头创作剪
纸作品。

10月3日，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美术教师黄海桃在工作室内展示和黄小娜老师合作完成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剪
纸作品。 本组图片均由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我省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庆祝活动的4名劳模代表返琼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何瑞闻）10月2日下午，受邀赴京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4名海南劳模代
表回到海口。

他们分别是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海南农垦
神泉集团董事长彭隆荣；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钳工周皓；
201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美兰大队主任科员蔡建家；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三区科主
任曾敏。

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中华全国总
工会有关文件精神，省总工会共推荐4位劳模参
加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庆祝活动，部分劳
模还参加了国庆招待会、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
晚会。海南劳模代表受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既
是对他们本人工作的肯定，更是海南各级劳模先
进人物的光荣。

这4名劳模纷纷表示，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动，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种
责任和担当。接下来，他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做好表率，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努力为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智
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