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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弘扬传统文化，寄予新时代美好祝福，多年
来，海口市文峰塔研究会积极开展了大量工作。近
一年来，该会组织专家学者座谈，出版文峰塔书籍，
并赠书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
南博物馆等单位收藏。

同时，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关心支持重建文峰塔
事宜。

“寺塔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最独特的
精神标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
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如一人。重建
文峰塔有利于弘扬和保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相关人士表示。

此次文化节由海口市琼山区委宣传部、海口市琼山
区旅文局指导，海口市琼山区文峰塔研究会、椰树集团、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海南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等联合主办，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海南日报
抖音号、视频号对开幕式进行了直播。

继承传统唱响主旋律

晚会举办地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石塔村，美舍河畔的古塔遗址
之上。

“文峰塔，是一座千年文魁古塔，自古以来就是琼州士子文人仰望
的地方。古时每逢农历七月至八月，民间都会自发举行塔节活动，到
处张灯结彩。”琼山区文峰塔研究会会长王业宏介绍，古塔临近丁村，
因此又叫丁村塔、石塔，有关文峰塔的神奇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清朝明谊修、张岳崧等人编撰的道光《琼州府志》记载：“文峰
塔，在城外西南八里。形家谓塔为一郡文风之所系……知府贾棠
……遂倡官绅捐资复建。”

琼州乡野重建文峰塔的呼声一时鹊起。
而作为海南胜迹之一，这里山清水秀，人文荟萃，故事传奇，历代

文人雅士登临不绝，歌咏不断。
为传承文峰塔文化，振兴美舍河文脉，打造创建海南自贸港传统

旅游文化品牌，2020年，海口市文峰塔研究会决定每年举办文峰塔
文化节活动，以激励海南莘莘学子自强不息，建功立业。此次是第二
次举办文化节，活动为期5天，得到海南各市县民间文艺团体的热烈
响应，大家自发踊跃报名参加。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他们将陆续
登台演出，切磋交流，增进情谊。

文峰塔传说流传民间

当天开幕晚会以“千年文脉耀古城”为主题，分为“千回大
宋”“琼州风采”“砥砺前行”等三个篇章，内容集合了歌曲、舞蹈、
武术表演、儋州调声、琼剧、杂技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声情
并茂，展现琼州文化古韵的同时，讴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宋词朗诵《蝶恋花》《浣溪沙》《水
调歌头》等作品，仿佛一下子将观众带回文化繁荣昌盛的大宋，
彼时，府城的儒雅之风熏陶了无数的文人豪杰，“一里出三贤，五
里三进士”的佳话至今广为流传。

儋州调声《相聚在儋州》让人想起曾在此生活的大文豪苏东
坡。苏东坡来到儋州，一言一行都折射着他的人格魅力和满腹
经纶。儋州百姓与之接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

此外，古典舞《鼓上飞天舞》、民乐二重奏《春江花月夜》、武
术表演《中华武术》、歌伴舞《久久不见久久见》、琼剧《和亲风云》
等，一腔一韵，无不展示出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赢得现场观众
如潮的掌声不断。

“讲好‘文峰塔故事’，探索‘古城路径’，打造新时代传统
文化品牌，我们期待海南明天更精彩！”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

多彩演艺展文化古韵

关注第二届海南（海口）文峰塔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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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雕塑家林毓豪
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昂颖 实习生陈
鑫）9月24日，“塑者豪情——林毓豪艺术展”在中
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
藏系列展”之一，展期为9月24日至10月7日。

展览由中国美术馆主办，分为“塑者”“温度”
“豪情”“意趣”“所见”五个部分，是林毓豪艺术人
生较为全面的一次回顾展示。其中，展出林毓豪
的雕塑作品40余件，包含众多城市雕塑原稿以及
生动的人物肖像，及其部分绘画作品及文献资料。

林毓豪（1940-1997）是乐东黎族自治县黄
流镇人，为中国雕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林
毓豪一生创作雕塑300余件，绘画500余幅，其艺
术语言质朴、扎实，他对泥土材料的掌控甚佳，技
法精到、形象传神；他的绘画是生活的写照，富有
哲理。2009年，林毓豪的《雨花台烈士就义组雕》
《鹿回头》分别荣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文化
部颁发的“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新中国
城市雕塑建设提名奖”。

在林毓豪的雕塑生涯中，他用手中的塑刀展
现了海南的风土人情，表达了他对家乡诚挚的情
感。其中，矗立在三亚市鹿回头公园的《鹿回头》
雕塑，就是林毓豪耗时7年为家乡创作的。

海南“环岛大篷车”
交通安全乡村行启动

本报金江9月25日电（记者高懿 良子）9月
24日，2021年海南省“环岛大篷车”交通安全乡
村行活动在澄迈县老城镇启动。

此次活动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违法成本等
相关知识，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带给老百姓。同时，
把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办理报废摩托车等车驾管业
务带到老百姓家门口。9月24日起，“环岛大篷车”
交通安全乡村行将深入我省各地农村，引导驾驶员
合法合规驾驶车辆，打造农村交通安全宣传阵地。

据悉，活动旨在更好地营造全省联动的整治
态势，进一步强化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规范农
村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不断深化交通安全管理，全面推进道路交通事故
预防“减量控大”工作。

近期，全省范围内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引发事故呈多发态势，为消除“涉酒涉摩”死亡
交通事故隐患，省公安厅决定于2021年8月26日
至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部署开展重拳整治酒驾
醉驾等六类交通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截至9
月19日，全省共查处六类违法行为共计5485起。

男子高速路上斗气别车
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日前，
一男子在海南东线高速公路上对前车司机不满，
开“斗气”车故意别车。9月25日，该男子被万宁
警方拘留。

9月23日，海南交警接到群众视频举报称，其
9月19日驾车行驶在G98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万
宁段时，遭到一辆别克车恶意别车，并变道加刹车
把另一辆车逼进应急车道内，险些酿成事故，然后
别克车驶离了现场。举报人的行车记录仪将这一
过程完整记录了下来。

万宁警方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着手调查。9
月24日，办案民警对别克车车主吴某进行了传
唤，吴某到案后承认自己就是视频中那辆棕色别
克车的驾驶员。

据吴某交代，9月19日9时许，其行驶至万宁路
段时，有一辆新能源车辆行驶在快车道上，吴某以不
到100公里/小时的车速跟在后面，右边行车道上还
有其他车辆，吴某不能超车。因对方车速太慢，吴
某按喇叭示意对方开快点，但对方没有理睬。吴某
跟车直至对方从快车道行驶至右边行车道时，才得
以超车。超车后吴某故意行驶到新能源车辆前方
突然变道刹车，别了对方一下，然后加速往三亚市
方向行驶。吴某表示这次恶意别车是自己一时斗
气引起的，事后自己想起来也是一阵后怕，自己愿
意向对方道歉。

经查实，吴某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存在恶意
别车的危险驾驶行为，万宁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其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
的处罚，并于9月25日将吴某送至拘留所关押。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为推动槟
榔加工业绿色健康发展，切实保护空
气环境质量和城乡居民的生活、生产，
万宁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全面整治槟
榔加工业污染环境的通告，严禁采用
传统土法工艺烟熏烘烤槟榔黑果。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市范围内采用传
统土法工艺烟熏烘烤槟榔黑果的加工
点（户），必须自行灭火停止生产，主动
拆除加工设施。

根据通告，对拒不自行灭火停止

生产，继续采用传统土法工艺烟熏烘
烤槟榔黑果的加工点（户），由万宁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海南省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令改
正，拆除熏烤工具，没收违法生产的槟
榔，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同时由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
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

通告要求严肃整治槟榔烘干设备

（包括电炉、蒸汽炉、新型黑果加工炉
等）绿色改造企业（专业合作社、加工
厂、加工户）影响环境问题。槟榔烘干
设备绿色改造企业必须自行改造（淘
汰）燃煤锅炉及《海南省推广槟榔黑果
环保烘干设备目录》外的黑果加工设
备。应加大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完善生产加工相关手续、污染物排放
达标后方可投入生产。凡手续不完
善、大气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槟榔加
工企业，由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责令改正或者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报经市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 。

万宁市严厉打击采购、运输、销
售、储藏采用传统工艺烟熏烘烤槟榔
黑果行为。严禁收购、运输、销售、储
藏采用传统工艺烟熏烘烤槟榔黑果，
严禁非法加工陈年发霉腐烂等伪劣

槟榔产品，凡经发现一律依法没收，
并对加工点和收购点从严从重处罚，
情节严重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

全面整治槟榔加工业污染实行举
报奖励制度，对举报人提供的有效线
索，经万宁市生态环境和综合执法等
主管部门查实后，给予2000元奖励。
举 报 电 话 ：万 宁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62132898；万 宁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62233735。

万宁全面整治槟榔加工业污染
举报线索查实奖励2000元

第二届海南（海口）文峰塔文化节在海口开幕

千年文脉耀古城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李佳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9月25日晚，精心筹备数月的2021第二届海南（海口）文峰塔文化节在海口市琼

山区石塔村开幕。来自政府、企业、媒体等社会各界的数百名嘉宾齐聚古塔遗址，欣赏多彩文艺演出的同时，深入交流，品味琼州文化古韵。

昌江加快建设建制镇
污水处理设施

已建成4个乡镇
污水处理设施

本报石碌9月25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
为改善人居环境，今年以来，昌江黎族
自治县加快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目前已建成海尾镇、乌烈镇、七
叉镇及王下乡4个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十月田镇污水处理设施预计今年
12月底建成。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
25日从昌江有关部门获悉的。

近日，记者在十月田镇污水处理
设施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对接
户管、检查井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基础等进行紧张施工。目前项目进度
为70%，预计今年12月底建成。项目
建成后，日处理污水为200吨，将惠及
十月田镇镇墟及王炸村等地。

为确保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成一个、运行一个、见效一个”，昌江还
将委托第三方有资质公司进行管理，
形成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
有督查的运行管护机制，切实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据了解，昌江建制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工程于去年3月陆续开工，总
投资2.1余亿元，计划在海尾镇、乌烈
镇、七叉镇、十月田镇等乡镇新建污
水处理厂，设计总污水处理规模为每
天2400吨。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9月24日，海口市公安局发布
一则悬赏通告，对“吴宗隆、吴宗谦等
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中4名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予以公
开悬赏追逃。警方呼吁社会各界积
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在逃犯罪嫌
疑人的线索，对提供有价值线索抓获
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给予
人民币10万元的奖励，并对举报人
的信息严格保密。

在逃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
王亚弟，曾用名：王大海，外号：“长

脚”，男，汉族，1966年02月10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460004196602102492，
户籍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灵
山镇罗烈村91号。

王尊义，曾用名：王遵义，男，汉
族，1965年11月29日出生，身份证
号码：460004196511290037，户籍
所在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
桂林上村桂林下路36号。

吴飞腾，曾用名：吴妚六，外号：
“阿六、妚六”，男，汉族，1973年01月
07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7301070874，户 籍 所 在
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渡头
村7号。

梁玉娟，女，汉族，1958年05月
30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4195805300822，户 籍 所 在
地：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桂林
社区居委会桂林下路97号。

看到这4人 快报告海口警方

本报保城9月25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吴雪倩）9月 25日，记者
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获悉，今年以来，保亭各乡镇积极对
接本地企业，优先聘用脱贫户、边缘
易致贫户劳动力到企业务工，通过

“政府+企业”的模式，有效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脱贫户稳岗
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陈玲是保亭响水镇大本村的一
名脱贫户，由于丈夫患病无法外出务
工，两个孩子也都还在上学，全家生

活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为了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陈玲曾四处打零
工，工作时间长，收入也不稳定。

“我在这里干工稳定，一个月正
常能拿到3000多元，有时加班的话
可以拿到5000多元，生活比过去好，
比过去稳定。能在镇里的企业干活，
真的很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帮助。”
陈玲说。今年来，陈玲在该镇乡村振
兴工作队的帮助下，继续在保亭七彩
庄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一家人
的生活有了保障。

“最近这几年，我们作为在响水
镇扎根的企业，积极与镇政府对接，
到今年的5月，吸纳脱贫户、边缘易
致贫户共计 110 户在我们这边务
工。公司计划从今年年末到明年的5
月份，还要吸纳约230户，按照计划，
这个数量还会逐年递增。”该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我镇多措并举稳岗就业，积极
与县级部门，镇域企业洽谈沟通，举
办了专场招聘会，发动干部走村入
户，动员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劳动

力外出务工，截至8月底，我镇脱贫
户、边缘易致贫户外出务工达2000
多人。”响水镇工作人员陈伟帅说。

据了解，截至7月31日，保亭脱
贫劳动力就业务工11885 人，达到
2020 年贫困劳动力务工总人数的
102.8%。全县所有企业扶贫车间有
13个，开工率为100％，其中脱贫劳
动力人数为224人，占就业人数的
10％。该县积极通过“政府+企业”
的带动模式，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保亭以“政府+企业”模式带动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稳岗就业

就近务工促增收 巩固脱贫有保障

海南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入库企业最高奖励5万元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省科技厅近日印发《海南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对海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条件与程
序、支持措施作出说明。《办法》自10月22日起实施。

海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在我省设立，拥
有一定科技人员，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
先进知识，通过科技投入开展创新活动，符合相关
条件，经我省科技管理部门备案的中小企业。

《办法》指出，海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高新
技术企业重点培育对象，经认定后将纳入海南省科
技型中小企业库进行管理。入库的企业，由市县制
定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鼓励市县财政根据科技研发
投入情况给予每家最高不超过5万元奖励。

此外，在省重大科技计划、省重点研发计划等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施中，支持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广泛参与高新技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
牵头的项目，组建创新联合体“揭榜攻关”，并支持
有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内部研发平台等，
引进培育骨干创新团队，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文峰塔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本组图片均由活动方供图)文峰塔文化节开幕晚会的精彩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