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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泰国，到海南已经有9年的
时间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公布，令我深受鼓舞。我很庆幸
选择来到海南，我也相信，海南的明天
会越来越好。我会做好本职工作，教
更多中国的学生讲泰语，我也会向泰
国的亲朋好友宣传推介海南，介绍更
多泰国的学生学中文，乐当中泰友谊的

“桥梁”。
我的中文名字叫奈斯，先生是海南

文昌人，9年前，因为先生思乡心切，想
从泰国返回家乡发展，所以我追随他来
到海南。我们在文昌开了一家泰式餐
厅，我教中国学生讲泰语之余，也喜欢
教他们做泰国菜，例如冬阴功汤、咖喱
鸡、凉拌木瓜丝。当然，我也很喜欢海
南菜，例如文昌鸡饭，我觉得太香了，我
常常推荐给我远在泰国的亲戚姐妹。

如今，我在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任
教，这里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外语人才，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丰富多彩
的文体交流活动，例如会组织中国和泰
国的学生举办泼水节、拜师节、做水灯
等，大家友好相处，相互学习成长，非常
愉快。我想，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
进，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海南来，文
化交流活动频繁，外语类人才一定很受
欢迎，外国人在海南也会有更多更好的
发展环境和融入感。

这些年，海南一直在快速发展，交
通更加便利，城乡人居环境日趋整洁，
生活非常舒适，这里的发展速度远超国

外很多城市和地区。作为海南媳妇，我
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常常带着
我的孩子和先生一起到海口、三亚、琼
海等地游玩，我对海南的自然生态美
景、海南人包容的胸怀，留下了非常好
的印象。我想，这里非常适合世界各国
的人们来游玩、生活和创业。

文昌是华侨之乡，许多人家在泰国
都有亲戚，但因为外出的时间久了，第
二代、第三代国外的海南人大多不会再
讲海南话，返乡探亲时，本地海南人又
不懂泰语，我常常为大家做翻译。我常
想，今后这样的交流逐渐增多，学中文
的泰国人会越来越多，而讲泰语的海南
人也会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一定
会越来越深厚。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海
南各地需要大量防疫物资，当时文昌市
收到了一批来自泰国华侨寄回来的口
罩，说明书上都是泰文，所以我被请去
帮忙当翻译。为此，我感到特别开心，
为这份来自祖国人民对海南人民的爱，
也为我自己有机会能够帮助到海南的
兄弟姐妹。我想，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
己，因为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我们
应该联合起来携手抗疫。

随着海南自贸港开放的大门打开，
将来泰国和中国之间，无论是旅游还是
贸易都会更加便利，两国的人员往来会
更加频繁，我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力争
为 海 南 自 贸 港 建 设 多 作 贡 献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整理）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泰语外教奈斯：

愿做中泰友谊的“桥梁”

6月1日晚，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发
布后，我就立刻找到了《总体方案》全文
进行了学习，《总体方案》中透露出的诸
多重大利好政策，也进一步鼓舞着我在
海南干事创业的信心。

我叫沈振江，2010年，我获得武汉大
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后，来
到海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任
教。近两年，在我国MLCC等电子元器
件国产高性能化研发的重大需求背景
下，我针对其中的基础问题，展开了表面
离子重构法对晶体中低维结构的离子分
布及性能研究。该研究能够从根本机理
上改善现存问题，不仅能够推动目前的
电子元器件基础性能研究发展，而且可
以为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化应用提供有
力的应用理论基础，加快国产高性能化
的研发进程，从而推动5G数字产业的发
展，培养更多相关领域的人才，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持。

在《总体方案》中，我对“聚焦平台
载体，提升产业能级，以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为重点发展信
息产业”等内容格外关注，这些政策措
施落地后，将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大量入
驻海南，只有越来越多的此类企业入驻
海南，形成集群效应，才能为科研成果的
转换提供大量转化平台，推进海南本地
科研院所多出研究成果。此外，大量高
新技术产业的聚集，也将吸引大量高层
次科研人才的加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持。

今年年初，我入选“南海系列”育才

计划“南海名家”序列。近年来海南省
委、省政府连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
的人才政策，这些人才政策充分显示了
我省对于人才的重视。《总体方案》中提
出，“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
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
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等
内容，以及“低税率”及外籍人员制度安
排，将增强海南对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
吸引力，客观上可以促进高层次人才向
海南聚集，并更好地促进国际高端学术
交流。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
才来到海南，在这片开放的热土上共同
建设自贸港。

海南自贸港建设，人人都是参与
者。今后，我也将立足本职工作，扎根
海南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海南师
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走
向海南的讲台，成为海南教育事业的生
力军。在教学过程中，我将会向学生大
力宣传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政策，展望海
南自贸港未来发展之路，让他们充分领
会认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
意义，并勉励他们毕业之后留在
海南，投身海南的教育科研事
业，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生力军。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海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沈振江：

推动5G数字产业发展

如何将民俗文化“变现”为旅游商品，
一直是文化传承中的一个痛点。自2017年
返乡创建文化公司以来，我始终致力于推
动黎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弘扬，希望
能让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创产品走进更
多人的生活。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
下简称《总体方案》）的公布，让我倍感振
奋。《总体方案》中提及“围绕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推动旅游与文化体育、健康
医疗、养老养生等深度融合”等内容，这让
我意识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海南大有
作为。

我叫卓书颜，是海南山上黎人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地地道道
的黎族女孩。

孩提时代孩提时代，，黎族青年男女跳竹竿舞时黎族青年男女跳竹竿舞时
灵动的舞姿灵动的舞姿、、外婆纺染织绣的黎族织锦娴外婆纺染织绣的黎族织锦娴
熟手法熟手法，，以及长辈们逢年过节以及长辈们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婚丧嫁娶时
所遵循的特色民风民俗所遵循的特色民风民俗，，深深地印刻在我深深地印刻在我
的脑海里的脑海里。。从小的耳濡目染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对黎族让我对黎族
审美文化与传统民风民俗充满好奇和热审美文化与传统民风民俗充满好奇和热
爱爱，，即便是在内地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也从即便是在内地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也从
未停止对黎族文化的探索未停止对黎族文化的探索。。

返乡创业以来返乡创业以来，，我带领团队开发出一我带领团队开发出一
系列具有民族标识的文创产品系列具有民族标识的文创产品，，包括黎族包括黎族
图纹镶嵌艺术品图纹镶嵌艺术品、、手工黎锦伴手礼等手工黎锦伴手礼等，，同时同时
将民族歌舞将民族歌舞、、婚俗仪式等传统民风习俗婚俗仪式等传统民风习俗包

装美化出可观赏性的舞台效果，与海南中
部独特的旅游资源相融合，让村民通过活
动参演、销售织锦、山兰酒或竹木器具等产
品获得收入，有效带动水满乡等民族聚居
地经济发展。

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是省委、省
政府一直坚持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而在
我看来，其核心正是文旅融合产品与消费
场景的创新。

一支黎族鼻箫，一把西洋吉他，一个非
洲鼓，起承转合中流淌出一段黎族小调或
是流行情歌。这样既古拙又现代、既质朴
又“洋气”的一幕，有时发生在五指山市区
的灯光球场，偶尔也出现在水满黎寨的田
埂上。近年来，我从文旅融合发展的思路
出发，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与融入现代审美，
正让黎族传统文化“吸粉”无数。

可以期待的是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政策逐步细化和落地设政策逐步细化和落地，，海南以更加开放的海南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加
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力度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力度，，进一步释放文旅进一步释放文旅
产业消费潜力产业消费潜力，，我们这些文旅产我们这些文旅产业从业者也业从业者也
将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将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未来未来，，我将继续相信创新的驱动力量我将继续相信创新的驱动力量，，
不断盘活不断盘活、、创造和转化民族文旅资源创造和转化民族文旅资源，，为提为提
升海南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特色魅升海南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特色魅
力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梦瑶李梦瑶 整理整理））

五指山市文旅产业从业者卓书颜：

把民俗文化“变现”为旅游商品

作为海南核电的一个“老人”，2008 年
踏上这片土地，在这里扎根、成长，时常感
觉幸运，感谢核工业大家庭，给我一群可爱
的伙伴；感谢海南这片土地，让我遇到温暖
的朋友与乡亲；感谢伟大的时代，让我有机
会亲身经历和参与自贸港建设。

我是王烜昌，是海南核电里普通又普
通的一员，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经常会和
新闻战线的朋友们一起，去“挖”同事、项目
的点滴故事，也常常被一些点滴故事感
动。这些故事，也让我有机会以独特的视
角来理解自贸港建设。

仍然记得2008年海南核电施工现场，3
天，施工人员、机具全部到位。虽然已是12
月，太阳依旧焦灼，海南核电的建设者们挥
汗如雨，2天之内，现场清表全部完成。彼
时安置房建设仍在收尾，为了项目顺利推
进，乡亲们没有一句怨言，住在临时搭建的
窝棚中，“零上访和三个满意”，凝聚着乡亲
们的淳朴、各级政府的细致工作，更让每一
个核电人铭记和感恩。

仍然记得 2013 年，正值项目的安装调
试期，很多同事在项目现场一待就是半年，
虽然妻儿就在海口，也只能通过电话或者摄
像头看上一眼，孩子的第一声爸爸竟是对着
摄像头喊的。一些设备调试不能中断，很多
人几天几夜守在现场，宣布实验成功的一
刻，走出厂房，找块水泥板1秒入睡。身在其

中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或者伟大，只
是在报纸上看到记者朋友写了自己的故
事，才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自己也能做
出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来……”

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感受到在这
个团队的荣耀与自豪，等我孩子长大了，我
要带着她，到海口最高的山上，指着远方的
灿烂灯火，告诉她，这就是爸爸献身的事
业！作为一个亲历者，我时常感到荣幸，通
过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能让公众，能让关心
支持我们的各界，认识到我们这个鲜活的
团队。

光阴催人，十二年的岁月，回忆起来仿
佛是倏忽一瞬，当年心怀忐忑踏上这片土
地的毛头小子，做梦一般地有了自己的另一
半、自己的小窝和两个天使，见证了西海岸
从萧条到一片繁华，经历了国际旅游岛向自
由贸易港的积蓄与嬗变，也在不知不觉中，
让自己的情感与海南的发展相连。

现在，海南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新
机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
布。我和伙伴们也承担了新的任务，为更
好满足海南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用电
需求，海南核电的 3、4 号机组建设已经启
动，下一个十二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初心，
奋发前行，与每一个你我，共同守护自由贸
易港的每一片绿色。

（本报记者 林书喜 整理）

海南核电职员王烜昌：

“核”绿色在一起
随着海南自贸港开放的大门打开，将来泰国和中国之间，无

论是旅游还是贸易都会更加便利，两国的人员往来会更加频繁，
我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力争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多作贡献。

在教学过程中，我将会向学生大力宣传自贸港建设的各项政
策，展望海南自贸港未来发展之路，让他们充分领会认识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勉励他们毕业之后留在海南，投身海南
的教育科研事业，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力军。

我和伙伴们也承担了新的任务，为更好满足海南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带来的用电需求，海南核电的3、4号机组建设已经启
动，下一个十二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初心，奋发前行，与每一个你
我，共同守护自由贸易港的每一片绿色。

未来，我将继续相信创新的驱动力量，不断盘活、创造和转
化民族文旅资源，为提升海南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底蕴和特色
魅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奈斯

王烜昌

沈振江

卓书颜

俯瞰万宁石梅湾至
大花角滨海旅游公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