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7日，为期5天的三亚南山第四届世界太极文化旅游
节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开幕，吸引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等36个
国家和地区约300名太极名家和2000余名选手参加。

据了解，三亚南山太极文化节自2016年举办以来，已成为一个
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性活动，通过将太极文化和全民健身及养生旅游
相结合，突出国际化、全域化与旅游化，积极引导健康旅游的理念和
模式，为太极注入了休闲、养生、康体的人文内涵。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封烁

世界拳友 同舞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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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美食文化节 开启“逛吃”模式

一吨大闸蟹
“脚痒”等你“挠”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秋风
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正是螃蟹肥美的季
节。海南日报记者27日从第四届海南美食文化
节组委会获悉，今年的美食节主推大闸蟹，活动
现场除海南本土特色美食及50多种国内小吃
外，还将供应多达1吨的阳澄湖大闸蟹，让市民
游客大饱口福。

本届美食文化节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海口
市名门广场举行。届时，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的6.8米直径巨无霸蒸锅将运抵现场，用来烹制
大闸蟹和小龙虾。“从阳澄湖空运1吨大闸蟹到美
食节现场，现场蒸制，肉质新鲜！”美食节美食区负
责人介绍，为让消费者真正得到实惠，活动现场还
将发放价值10元的大闸蟹抵扣券。

除大闸蟹之外，活动现场还有清补凉、鸡屎
藤、儋州米烂、临高乳猪、乌烈乳羊等海南特色美
食，以及柳州螺蛳粉、阿里巴巴烤肉、胶囊冰淇淋、
蚵仔煎、澳门脆骨烧等50余种国内名小吃。省内
各市县也将携土蜂蜜、小鱼干、山兰酒、灵芝茶等
海南农特产品以及黎锦、黎陶等手工艺品参展，方
便大家参观选购。

海南美食文化节是在省商务厅的指导下，由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各市县打造的美食文化
盛宴，此前已成功举办三届，且届届有创新。本
届美食节以“寻味海南·美食狂欢”为主题，旨在
挖掘和弘扬海南美食文化，刺激美食消费，也是
响应我省“美食购物百节嘉年华”等促消费活动
的具体行动。

关注“2019第四届
海南美食文化节”

广告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是经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设
立的全省文学艺术界综合性文艺奖项，由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旨在通过评选我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调动和发挥文艺工作者
的创新创造力，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和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新期待的文艺精品，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第三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工作现已启动，兹将参评作品征
集事宜公告如下：

一、评奖原则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评奖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坚

持导向性、权威性、群众性相统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质
量第一、宁缺毋滥等原则。

二、评奖标准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

品符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二）作品应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有利

于展现中国精神，有利于激发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有利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三）作品主题鲜明，思想性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体现积极向上向善，求真求
美求好，具有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爱国力量、展示时代进步、引领社会
风尚的思想内涵。

（四）作品具有创新风格和独特个性，能代表我省文艺创作水平。
（五）作品艺术欣赏性强，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六）作品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
三、评奖范围

本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奖励范围包括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动画
电影）、电视剧（包括电视动画片、电视记录片）、广播电视（含广播剧、
电视文艺、电视纪录片）、音乐、舞蹈、美术（含设计艺术）、书法、摄影、
曲艺、民间文艺、文艺理论评论等文艺门类的优秀作品和个人。

四、奖项设置
本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对文学、戏剧等十三个文艺门类作品分

别设立奖项，各门类作品奖励前六名，共奖励作品不超过78部件，授
予“终身成就奖”2名。

五、参评条件
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征集作品面向全国、全世界文艺家和文艺生产单

位，凡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独立或以第一作者、
第一出品人创作、生产、推出的符合以下条件的海南题材各类优秀文学
艺术作品，均可以作者个人或集体名义申报评奖。

（一）在省级以上报刊（指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报
刊）公开发表的单篇文学艺术作品（含各文艺门类，歌曲作品须具备
词、曲），或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
文艺专著（标有ISBN书号和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可经中国版本图书
馆数据核查）。

（二）参评的艺术理论研究著作、论文及报刊文艺评论专栏，须是
题材重大、导向鲜明、正确分析解答现实问题、具有积极重大社会反
响的作品（出版规格同第一条）。

（三）在省级以上专业展览、竞赛中入选、获奖的各类美术（含已
实施的设计艺术作品）、书法、摄影作品。

（四）首次在省级以上重大文艺活动中公开演出，或在省级以上
媒体公开播映，或在省级以上专业竞赛中获奖、展演的各类戏剧、音
乐、舞蹈、民间文艺、曲艺节目。

（五）首次公开上映的影片和首次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播出的电视
剧（包括电视动画片）、广播电视（含广播剧、电视文艺、电视纪录片）。

（六）首次在省级以上重大文艺活动中公开演出，或在省级以上

专业展览、竞赛中入选、获奖的民间文艺作品。
（七）在职副厅级或相当于副厅级以上的单位和个人及具体组织

评选工作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作品一般不参加评选，参与组织策划
的集体创作的作品可参评，不评选县级以上党委、政府，评选的县处
级干部的作品的名额原则上不超过评选数的20%。

（八）在评奖时限内，获得过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
国作协、全国各文艺家协会、全国戏剧文化奖、人口文化奖、中国人像
摄影学会等党群系统中央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
全国性文艺奖的作品，以及我省与中国文联、全国各文艺家协会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文艺活动的获奖作品，不参加评奖。

（九）参评入选作品适当向创作一线和基层文艺工作者和青年艺
术家及新文艺群体倾斜。注重作品的艺术价值，鼓励题材、主题、风格
的多样性，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鼓励创作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和美好新海南的作品。鼓励创作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新时代产业工人创业的作品。

六、申报要求
（一）个人完成的作品由作者申报，合作作品由第一作者和著作

权所有者共同申报(填表与“个人创作作品”申报表一致），集体完成
的作品由著作权所有者申报。

（二）申报海南省南海文艺奖的单位和个人需保证申报作品的原
创性，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如有违反，取消
本届和下届评奖参评资格；如作品已入选，取消所获奖项，追究相关
责任。

申报材料除美术、书法、民间工艺品原件外，一经申报并受理，不
论是否获奖，均不退还。

七、征集程序及时间
（一）各市、县、自治县申报者，材料先报至各市县文联所设申报

初审办公室；省直单位申报者，文学类作品材料先报至省作协所设申

报初审办公室，艺术类材料先报至省文联所属各文艺家协会所设申
报初审办公室。各文艺门类作品由申报所在地初审办公室初审后，填
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在规定时限内一次性统一报南海文艺奖评
审办公室。

（二）同一申报者只能从一条途径申报，不得重复申报。
（三）南海文艺奖评审办公室不受理未按规定要求申报的不规范

材料。
（四）参评作品申报表在海南文艺网下载并加盖公章。
（五）征集截稿日期为：2019年11月15日，以邮件发出日期为准。
八、奖励形式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海南省各相关专业的文艺家协会对

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九、评审办公室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海南省文联第三届南海

文艺奖评审办公室；邮政编码：570203；联系人：张文萃、张天阳；咨
询电话：0898-65368176。

十、第三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各文艺门类《评选细则》咨询电话：
文学类：省作协，65363556；戏剧类：省剧协，65331529；电影类

（包括动画电影）：省影视协，65303572；音乐类：省音协，65342790；
美术类（含设计艺术）：省美协，65367477；曲艺类：省曲协，
65370141；舞蹈类：省舞协，65374134；民间文艺类：省民协，
65375442,65369025；摄影类：省摄协，65228821；书法类：省书协，
65367473,65228829；电视剧类（包括电视动画片、电视记录片）：省
影视协，65303572；广播电视类（含广播剧、电视文艺、电视纪录片）：
省影视协，65303572；文艺理论评论：省文评协，65350361；终身成
就奖：组联部，65368176。

对各推荐单位和作者的支持，谨致衷心感谢！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南海文艺奖评审办公室

2019年10月24日

关于征集第三届海南省南海文艺奖参评作品的公告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郭景水 美编：孙发强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月宣传

高血压用药小常识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

3次不同日测量非药物状态下，血
压水平均达高血压水平，除了继发性高
血压即诊断高血压病。

高血压患病者如何服药

●在医生指导下，终身坚持服用降
压药。

●服药先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
至满意，控制血压。

●控制血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渐

减少用药量，找到适宜的维持量，长期坚
持服药。

●某些降压药不能突然停药，如：醋
丁洛尔(氨酰心安)、美托洛尔(倍他乐克)
等。停药时应逐渐减量，慢慢停用。

●用药依据个体化用药，兼顾合并
症综合治疗，若一种药物控制血压不理
想，则采取联合用药。

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遗传：父母有高血压，子女发生高血
压的机会比父母血压正常的子女大得

多。但并不是每个子女都会患上高血
压，环境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肥胖：肥胖的人发生高血压的机会
比体重正常的人多2-4倍,并且肥胖的
高血压病人比体重正常的高血压病人更
容易患冠心病。

盐摄入过多：盐摄入越多，人群中高
血压患病率越高。我国南方高血压患病
率低于北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方
人的饮食较清淡。

高血脂症：血液中过量的胆固醇和
脂肪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广泛的动脉
粥样硬化又导致高血压。

吸烟：烟雾中的有害物质可损伤动
脉内膜，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并刺激交感
神经引起小动脉收缩，使血压升高。高

血压患病率明显高于非吸烟者。
大量饮酒：饮酒量越多，人的血压水

平就越高，长期过量饮酒还容易引起顽
固性高血压。酒精可使病人对降压药物
的敏感性下降。

心理因素：长期工作劳累、精神紧
张、睡眠不足、焦虑恐惧和抑郁都可引起
高血压。

缺乏体力活动：长期缺少体力活动，
如久坐的室内工作。

控制血压有哪些好处?

高血压病人通过长期甚至终生的治
疗，有效控制血压，可以预防和避免由于
长期高血压所导致的脑卒中、心力衰竭
和肾功能衰竭等高血压并发症，同时提

高生活质量。

高血压为什么需要长期药物治疗?

一旦被诊断为高血压之后就要长期
用药，并配合恰当的非药物治疗，定期随
访。如有任何不良反应发生，请及时与
医生沟通以保持血压始终控制在理想水
平，随意停药造成血压不能得到很好控
制，易引起停药综合症，还可诱发更为严
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

高血压没有症状需要药物治疗吗?

高血压往往没有症状，但对患者脏器
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血压的高度与并
发症有关，而与患者自身症状不一定相
关。因此，必须及早诊断,且要早期治疗。

高血压定义:

正常血压<120/80mmHg；

正常高值120-139/80-89mmHg;

高血压≥140/90mmHg;
1级高血压(轻度)140-159/90-99mmHg;

2级高血压(中度)160-179/100-109mmHg;

3级高血压(重度)≥180/110mmHg;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140/<90mmHg;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吴梁）海南日报记者10月27
日从省商务厅获悉，海南正着力推进一
系列促进消费活动，消费品市场增速回
升。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308.48亿元，同比增长4.6%，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省城
镇消费品零售额1084.26亿元，增长
4.4%；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224.22 亿
元，增长5.6%。按消费形态分，商品
零售1076.31亿元，增长4.6%；餐饮收
入232.17亿元，增长4.4%。限额以上

单位商品零售中，金银珠宝类增长
11.3%，通讯器材类增长16.6%，文化
办公用品类增长24.4%，化妆品类增
长24.7%。

其中，仅9月份的限额以上零售，
日用品类零售增长22.7%、饮料类增长
19.9%、通讯器材类增长7.4%、机电产
品及设备类增长25.7%、汽车类增长
10.3%、免税品类增长22.4%。

据了解，今年6月15日，2019年
全省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拉开帷幕，
免税购物嘉年华、海口国际食尚美食
消费季、新能源汽车全岛行车展、苏宁

家电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活动陆续举
行。按照工作安排，活动将持续进行
至12月31日，涉及商超促消费、夜市
餐饮促消费、汽车促消费、网络促消
费、免税品促消费、网上零售促消费、
家电促消费等方面的8大类、128场
活动将陆续登场。

于10月1日开启的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活动，接连推出旅游推广、旅
游产品、旅游节庆等方面的活动，在接
下来的一年中，全省各部门各市县还
将举办千场各类促消费活动，以丰富
的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持续拉

动旅游消费增长。
从消费潜力等方面看，我省免税

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网络零售
增长较快，汽车消费则低于预期，餐饮
行业活力有待增强。省商务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省将继续采取系列举措，
培育消费增长新动能，促进消费持续
健康增长。

按照今年10月出台的《海南省促
进消费若干意见（2019-2020年）》，
2019年和2020年我省将重点推进17
项措施促进消费稳步发展，涉及加大免
税品促销力度、开展美食购物嘉年华等

促进消费活动、深入开展家电以旧换新
等活动、支持海南名特优产品拓展国内
市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促进
跨境电子商务消费升级、大力开展网
络促销活动、大力推进夜间经济发展、
积极打造便民生活圈、大力发展“首店
经济”、提升商业步行街品质、促进农
村产品销售、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打造诚信兴商新格局、推广旅游消
费“一卡通”等方面。

今年底前，我省还将重点推进20
个促进消费项目，明年将重点推进19
个促进消费项目。

“一路向南·寻美海南”

全国大型自驾
自由行活动成都启动

本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谢琛）
海南日报记者10月27日从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10月25日，省
旅文厅主办的“一路向南·寻美海南”
全国大型自驾自由行活动（成都站）在
当地启动，共推出2019年“一路向南·
寻美海南”十大精品自驾自由行线路
及2019年冬季海南自驾自由行景区
（点）优惠政策，正式向蓉城发出邀请。

活动现场，主办单位介绍了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年精品线路、海南十大
主题旅游线路、十大旅游产品套餐、
2019年“一路向南·寻美海南”自驾自
由行精品线路和海南各大景区的优惠
促销政策。针对四川游客最感兴趣的
海南生态旅游、康养旅游、免税购物
等，现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介绍，让
当地群众提前了解海南旅游文化资源
和旅游出行的便捷性。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8家景区参
与了2019年“一路向南·寻美海南”优
惠“大放价”，包括了海南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大小
洞天旅游区等游客青睐的“打卡”地。

针对自驾游客关心的过海问题，
省旅文厅介绍，今年以来海南借鉴高
铁、航空的预约购票模式，并结合琼
州海峡轮渡运输实际情况，通过完善
信息系统服务手段和优化升级港口
服务设施等措施，推行琼州海峡“网
上购票过海模式”，以达到高效便民
服务的目标。

前三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1308.48亿元，8大类128场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海南备齐“特色菜”促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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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购嘉年华又添新活动

海口国际美食消费季启动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卫小林）为助

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海口乐购嘉年华新
活动——美团外卖全城欢乐季暨海口国际美食消
费季10月27日在海口同步启动。

从10月27日起，海口全城1000多家优质外
卖商户共同推出折扣满减、配送费优惠等系列优
惠活动。其中10月27日至11月3日期间，部分
商家还推出满30减15，满40减20等最高5折外
卖优惠。

启动仪式现场还同步开启了“2019年海口十
大必吃美食榜单”评选活动，邀请广大市民游客一
起评价推介海口特色美食。

海口乐购嘉年华是海口市助力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丰富旅游消费业态、拓展旅游消费热点打
造的消费品牌。活动启动至今已陆续开展了嗨购
免税、寻找彩妆达人、海口国际妆艺秀等多场线上
线下促消费活动，涵盖吃、住、游、娱、购等多个商
业业态。

本报讯（记者赵优）10月25日，
海南省旅游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在海口揭牌成立。由旅游专业律
师、退休法官、旅游专家、行业协会负
责人以及旅游企业一线员工组成的
35名成员，出任海南首批旅游消费纠
纷人民调解员。这是行业协会参与
推进和完善旅游纠纷多元化解决机

制工作的又一次重大探索和创新。
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张会发介

绍，中央12号文件和《海南省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中明确
提出设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的

“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强化对
疑难消费纠纷的化解和疏导，为成立
旅游行业专业调解机构提供了政策

保障。随着旅游产业发展日趋壮大，
如何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工作的优
势，及时有效处理旅游纠纷成为行业
共同诉求。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南省旅游消费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由海南省旅游协会设
立，主要受理和依法调解海南省内各

类旅游纠纷和需要司法确认的案件。
未来，省旅游消费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将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
工作优势，实现调解工作多领域覆
盖，维护旅游消费者和旅游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提升人民群众对我省旅游
消费环境的满意度，营造优质的旅游
消费保障环境。

省旅游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探索建立旅游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