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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举办首届盆景昌江玉展会

好盆景带来好“钱景”
昌江召开“十四五”规划
建议编制工作推进会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林建金）10月29日，昌江黎族
自治县召开县委财经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暨

“十四五”规划建议编制工作推进会，研究该县“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十四五”规划编制要进一步充分
梳理总结昌江“十三五”期间提出的“五地两县”发
展布局、清洁能源产业园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扫
黑除恶、社会文明大行动、全域全季旅游、优化营
商环境、党风廉政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内容，
特别是海南建省以来最大投资项目建设等亮点工
作和取得的成效。同时要结合省委的要求、原则、
思路，以及省委党校提供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背景下的昌江发展战略研究》，谋划好昌江“十四
五”规划。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要求，要按新形势、新要
求，以新发展理念指导编制工作，深入研究重点问
题，突出昌江特色。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站位，
把好方向，科学布局，提出关键性、全局性的规划
编制思路，争取更多项目纳入规划盘子里。县委
办研究室和政府办研究室、县发改委要发挥主导
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吸收社会各界
的建议。编制单位要认真做好修改工作，抓住自
贸港建设历史性机遇，高质量推进“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绘就“十四五”美好新蓝图。

昌江石碌大桥
维修加固完工恢复通车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王礼虔）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
工，昌江石碌大桥于近日正式恢复通车，全面开放
通行，极大缓解了昌江县城铁矿地区、河北地区、
铁城南东区大桥路段交通拥堵的情况。

据了解，石碌大桥于1982年10月建成通车，
是连接石碌河两岸的重要通道，至今已经“服役”
38年。多年来的风吹雨打，造成石碌大桥主、腹
拱圈开裂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
通行安全，今年5月下旬，昌江对大桥实施维修加
固工程，并实行封闭交通管制。

石碌大桥维修加固工程包括腹拱圈加固、基
础加固及人行道护栏重新安装等项目，投入资金
约430万元。大桥实行封闭交通管理后，不少市
民通行需绕道铁城南东区大桥。为尽快缓解交
通压力，节省市民的出行时间，各职能部门和各
参建单位全力以赴，努力加快推进维修加固进
度。维修加固后的桥面两侧的人行道比桥面高
出几十厘米，两侧桥头均设置了方便行人上下桥
的阶梯。

“石碌大桥恢复通行后，对市民来说是件大好
事，出行方便了，安全也得到了保障。”市民陈帮
民说。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见习记者 刘婧姝 通讯员 高中桥

10 月 25 日，以“苏学及海南昌
江东坡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昌化江
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在昌江棋子
湾开元度假村举行，来自全国30多
所高校、科研和古籍出版机构等50
多位东坡文化研究专家、学者欢聚
一堂，共同研讨、考论海南特色文
化聚集地昌化江畔丰富独特的历
史文化资源价值，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

论坛上，专家学者们的精彩讲述
让听众们重新感受了历史的温度与厚
度。他们认为，东坡峻灵王文化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南的具体展示与
丰富呈现，是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打造
昌江特色文化聚集地的重要历史文化
资源，对于昌化江畔，海南沿海多地乃
至北部湾城市群中峻灵王文化崇拜区
域，新增了生动、美丽、丰富而充实的
旅游文化品牌。

据了解，海南省苏学研究会专
家学者曾花数年时间专题调研、考
论苏东坡昌化江遗踪，查阅大量官

修史志等文献资料，召开多次专业
学术研讨会，广泛征求国内外苏学
研究专家意见，发现并论证昌化镇
昌城村峻灵王庙有南宋建炎二年
（1128）时任昌化县令何適刻制的石
碑，刻有苏东坡《峻灵王庙碑》全文，
并有一段史无记载的跋文，文中真
诚感谢昌化峻灵王护国安民，保佑
一方。虽然石碑已经断裂，但从残
存部分所载文字信息，与史志文献
记载印证，可确定苏东坡于元符三
年（公元 1100 年）农历三月曾到过
昌江。因此，本次论坛活动在昌江

举办具有重大意义。
据《昌化县志》记载，“峻灵王像一

盏航海明灯，在茫茫大海中，不管遇到
了多大风浪，只要看到峻灵王石，渔民
心里就踏实了。”

文化是旅游之魂。近年来，昌江
充分发挥历史资源优势，以东坡峻灵
王文化的美丽传说充分彰显了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促进了文化旅
游经济发展。也为昌江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进程中，彰显峻灵王文
化、东坡文化的独特品质，打造昌江
特色文化聚集地，奠定具有昌江特色

的重要基础。
“论坛主要在于弘扬东坡文化精

神，同时也希望昌江能受到东坡文化
的影响，像东坡书院、苏公祠一样，将
东坡文化发扬延续。”省苏学研究会会
长、海南师范大学文化院文学院教授
阮忠说。

昌江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在自
贸港建设背景下，昌江正以建设新时
代“山海黎乡大花园”为总体目标，以
昌化江特色文化聚集地为依托，打造
海南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

昌江鑫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扛起社会担当
塑造企业品牌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成立于2013年8月的海南昌江鑫龙海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塑
料薄膜制品制造，以及农用塑料产品制造与销售
业务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年编织袋生产能力达1
万吨以上。2019年完成产值6000万元，实现利
润470万元，交纳税收748万元。成为当地民营
企业的利税大户。今年该公司上马全生物降解塑
料生产线，年底可投入生产。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在省内销售，随着自贸港
建设的加快，今年产值力争突破一个亿。”鑫龙海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剑飞说，作为一个企业必
须以诚信为本，保证企业产品的质量，因为产品质量
是企业的生命，我们企业才会越走越远。

朱剑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公司共招收
的残疾人员工有45人，另外建档立卡贫困户20
人，两者占全公司员工三分之一。此外，该公司在
2018年设立扶贫车间后，昌江8个乡镇当中，有7
个乡镇（除乌烈镇）将2846万元的产业扶贫资金
投放在该公司，186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7600多
人可从公司获得分红，今年预计分红达207万元。

昌化镇新东村的郭振辉因患有小儿麻痹症曾
多次求职无门，2014年进入鑫龙海公司上班，当
一名割布工，成为公司的第一批员工。他说，为了
方便残疾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公司给员工宿舍安
装空调及热水器，并将行动不便的残疾员工集中
安排在二楼居住，因此他把公司视为自己的家。

在企业经营合同履约上，2017年至2019年
企业经营合同履约率达98%，客户满意率95%，
与18个企业建立了友好业务联系。这也不难理
解，该公司为何连续3年荣获昌江黎族自治县“十
佳民营企业称号”，朱剑飞本人被评为海南省第七
届“诚实守信模范”了。

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鑫龙海公司率先
在昌江非公企业里在成立党组织，在党组织的培
养关心下，2019年12月，朱剑飞正式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实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今年疫情期间，朱剑飞还积极参与爱心捐助
活动，向县红十字会、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捐款，为
县公安局执勤干警捐赠物资，以实际行动助力疫
情防控工作，他被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工作委员会评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月5日，在县慈善总
会举办捐资助学活动中，身为县慈善总会副会飞
的朱剑飞带头捐款1万元。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

昌江举办“昌化江东坡峻灵王文化论坛”，推动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昌化江上遇东坡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见习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林朱辉

盆景被誉为
“立体的画”和“无
声的诗”。优秀的
盆景作品，能陶冶
情操，提高人们的
艺术修养，培养人
们热爱生活、热爱
大自然的情趣。

盆景是自然之
景的浓缩，奇石是
自然造就的精美礼
物。因此，有人将
盆景栽培称为“培
养的艺术”，称奇石
收藏为“发现的艺
术”。当盆景和奇
石相遇会擦出怎样
的火花？10月30
日，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太坡黎族文化
村“印象黎乡”开园
之际，昌江 2020
年首届盆景昌江玉
展会同时举办。现
场展出近50件名
师制作的盆景精
品，以及数千件质
地上乘的昌江玉、
沉香、黄花梨、根雕
作品，吸引了来自
海口、三亚、儋州、
澄迈、东方、乐东等
市县的盆景和奇石
收藏爱好者前来参
展并展开交流。

10月30日，昌江2020年首届盆景昌江玉展会在太坡黎族文化村举行。

⬆ 盆景艺术大师刘传刚
向盆友介绍他的作品《大风
歌》的制作过程。

➡ 省内的盆景收藏爱好
者观赏获奖的盆景。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钟玉莹 图/文

培育文旅产业新业态

此次展会，除了国内盆景艺术大师
刘传刚带来自己的得意作品《大风歌》
（荣获2006年中国国际博览金奖）展出
外，刚刚在2020年第十届中国盆景展览
会上荣获金奖作品的《山幽图》《涌动的
山林》和《俯览天涯》也在展会上亮相。

近年来，昌江充分挖掘景区景点
文化底蕴，紧紧围绕“山海黎乡大花
园”的战略目标，实施文化旅游品牌战
略，打造全域全季旅游名片，并在全域
全季旅游的基础上，精心打造文旅产
业项目，让生态旅游插上文化的翅膀，
助力当地生态旅游产业提档升级，让
当地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昌江太坡黎族文化村“印象黎乡”
是继“王下黎花里”文旅小镇项目之后
第二个规模较大的文旅产业项目。该
项目规划用地共800多亩，一期138
亩，有观光体验景观生态走廊、综合服
务中心和文化科教中心；园区内自西
向东分为田园景观园、奇花异果园、展
览陈列园以及黎家民宿园等四大园
区，各个园区根据现有自然资源的特
点以及功能分区定位的不同，设置不
同的农业休闲旅游项目。

据印象黎乡董事长、昌江盆景协
会会长谭海燕介绍，田园景观园主

要是反季节特色蔬果及无公害
有机蔬菜为主，引进高产

栽培技术，常年生产特
色蔬菜，以及生产盆
景商品；奇花异果
园区引进国外原
种特色果树，包
括针叶樱桃、神
秘果等，培育具
有地方风味的
果品，繁育适
合本地实际又
具有较高经济
价值的特色种
苗、鲜果，满足游

客经济结构调整的
需要；黎家民宿园区

通过打造科教讲台、昌
江玉展览馆等，为游客提供

学习、欣赏、交流和销售玉石盆
景等手工艺品的旅游度假空间。

作为弘扬昌江农村生态文化的重
要平台，太坡黎族文化村在未来将建
设成为以“山海黎乡大花园”为主题，
黎族民俗文化、盆景观赏文化，植物科
普教育、昌江玉文化为一体的农旅结
合模式新型文化村。

“园区是从2015年开始打造的，
一期投资8500万元，目前二期正在建
设中。园区内共有10万件盆景，以博
兰、香兰为主。”对于谭海燕来说，今天
也是昌江盆景协会挂牌成立的日子，
身为昌江盆景协会会长的她将承担昌
江盆景事业发展的重任。

昌江玉润满天下

在本次展会上，“昌江三宝”——
昌江玉、黄花梨、沉香亦同台展出。借
印象黎乡项目开园之际，举办首届盆景
昌江玉展会，旨在发展昌江盆景事业，
提高昌江玉发展水平，充分展示昌江丰
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挖
掘盆景产业和昌江玉产业的巨大潜力，
把盆景和昌江玉展会打造成为昌江新
的城市名片。

作为近年来新兴玉种之一的昌江
玉，因产自于昌江而得名，是当地的特
色产品，其质地坚韧，细腻温润，光泽
明亮，具备“湿”“润”“密”“透”“凝”

“腻”六德，属于新兴玉种中的上品。
目前在昌江已发现的矿种就有26种
之多。

2015年7月，昌江聘请中南大学
地球科学院副院长吴湘滨携国内知名
地质和矿物学专家到昌江开展昌江玉
资源考察，进行专业检测，并出具权威
检测报告，从专业层面证明了昌江玉
的优良品质。

2016年 10月，昌江县委县政府
主导成立了“昌江玉艺术馆”，聘请了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周金甫入驻创办

“昌江周金甫大师玉石雕刻工作室”，
传授玉石雕刻技艺，为提升昌江玉品
牌价值提供人才支撑，截至目前，已培

养出了200多名昌江本地玉雕人才。
2017 年，海南省质监局出台了

《昌江玉省级地方标准》，昌江成功注
册“昌江玉”商标。由此，昌江玉获得
了走向广阔天地的“身份证”。

昌江玉的颜色多种多样，其基本
色调可以分为浅红、褐黄、嫩黄、橙
黄、清白、粉白及绛红等七个类型，每
一种又可以根据色调由浅到深的具
体变化分为多种颜色。因其丰富颜
色的存在，常使昌江玉有极其美丽的

“巧色”，在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玉石雕刻大师的雕琢下，昌江玉的玉
雕作品曾斩获“汉风杯”“良渚杯”“玉
龙奖”“神工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百花奖”等多项金奖；入选过2018年
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在国家博物馆
展出；登上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省（区、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世界园
艺博览会的大舞台；近年来，昌江还以

“玉满天下——昌江玉精品全国巡展”
为主题，在武汉、广州、海口以及昆明
多座城市办展，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昌
江玉的独特魅力。

嘉宾点赞昌江盆景“钱景”

盆景产业是朝阳产业，是海南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

展会嘉宾、国内盆景艺术大师刘传
刚认为，盆景产业发展规划符合昌江

“多规合一”总体规划、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农业发展规划以及林地规划等有机
衔接。按照山区、滨海、县城主城区以
及农业区等进行分区，结合昌江土壤、
气候等特点，集中布局基地及盆景品
种，能充分与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
结合起来，对促进昌江地方经济发展和
全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刘传刚表示，参加这次昌江盆景
昌江玉石展感慨良多，他认为展会参
展品质量非常高，层次丰富，有昌江本
地的盆景玉石，还有来自全省乃至全
国的获奖盆景精品，这体现了主办方
的组织能力。特别是广大会员的参
与，让他非常感动，同时也让他看到昌
江盆景玉石的发展前景。

刘传刚建议，希望昌江借助盆景
协会成立之际，培养出更多的盆景制
作人才，提高盆景制作的技艺，并与昌
江玉结合起来，做大做强盆景产业和
昌江玉产业，能够制作出价值过百万
的“阳春白雪”作品，也有几十块几百
块的“下里巴人”作品，让一般消费者
买得起。

此次展会，精美的盆景和昌江玉作
品让前来参观的爱好者们大饱眼福。

“大气，奔放。”周烨是盆景资深爱
好者，这次看到了《大风歌》让他十分
激动。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次是
特意奔着大师作品而来的，自己收藏
了不少件盆景，但是在造型技艺上有
所欠缺，因此想从大师的作品学习一
些制作经验。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拍卖环节，一
共有19件上等昌江玉原石和8件盆
景作品成功拍出，成拍金额共16.37
万元，其中6号昌江玉被昌江当地的
收藏者以2万元拍下，而6号盆景作
品被海南盆景大世界园艺有限公司以
3万元拍下并收藏。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