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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
“2021国际残疾人日”活动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良子）12月3日
是第30个“国际残疾人日”，主题为“发挥残疾人
领导和参与作用，建设包容、无障碍和可持续的后
疫情世界”。我省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扶残活动，
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

当天上午，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省安宁医院、
省残疾人精神协会共同举办“2021年国际残疾人
日”扶残助残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省安宁医院
邀请自闭症儿童专家为自闭症儿童进行现场义
诊。在海口皇马假日酒店，海南心智障碍者家庭
才艺展示活动成功举行。在海口恒大文化旅游
城，30多个心智障碍者家庭及志愿者参加2021
国际残疾人日家庭羽毛球趣味比赛。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十几年来，我省推
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维护残疾人权益，推
动残疾人事业发展。扶残助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标志，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省残
联将不断创新残疾人文体活动形式，调动残障人
士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的
社会生活，不断促进我省残疾人事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有朋跨海来，琼粤一家亲。12月
3日，“2021《海南周刊》文化学术年
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之琼粤对话”在海口开幕，来
自广东、海南两省的百余名专家学者
齐聚一堂，围绕琼粤两地历史人文、
红色文化、文化强省及粤港澳大湾区
与自贸港联动等主题，展开思想碰撞
与交流互鉴。

在主旨报告环节，广东省社科院
研究员叶显恩追溯了粤琼两地开展
南海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广东省社
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郭跃文以特区精
神为例探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生成机理。中山大学教授黎红
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张国春则
分别以《社会企业：从马克思到孔夫
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重要的文化基础和创新力》
为题，深入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的哲学能量与精神内涵。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两大
国家战略的提出，参会的专家学者
也结合琼粤两地面临着的新形势、
新问题和新挑战，广泛建言、积极
献策。

“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
都是重大国家战略，琼粤两省合力
利于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南
部增长极，共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
席，社科院院长王惠平认为，两地互
动互促，要做到物流、交通上互通，
加快旅游产业和品牌的发展。两地
可以互学互鉴，共同推进制度性开
放与服务贸易发展；广东省社科院
党组成员向晓梅将目光聚焦琼粤文
化资源特征，对比分析了两地文化
强省建设思路；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张一平则提出两地应高质量推动南
海历史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琼粤合作交流频繁
密切，尤其是海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后，两地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在推动
重大国家战略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科研平台联合搭建、专家人才资
源共享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吴斌在开幕
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琼
粤社科界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梳理两
地经验做法、推动两地联结共融恰逢
其时。

从同属南海之滨，到共处改革开
放最前沿，广东与海南的共通点远远
不止于此。自古以来，琼粤两地便是
文化同根、人文相亲，千百年来人们
因各种际遇频繁跨越琼州海峡，在交
流互动中，逐渐形成诸多共通的精神
家园。

在专题报告环节，8位专家学者
围绕琼粤两地的文化渊源，展开研
讨及对话交流。海南大学图书馆馆
长李文化就海南与潮汕两地的侨批
文化进行了比较；中共海南省委党

校文史教研部主任詹贤武从地缘相
近、史缘相连、文缘相通、亲缘相牵
等角度重温了雷琼两地的文化情
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李景新
则着重追溯了苏东坡被贬惠州、儋
州的来龙去脉。

历史文化的联结共融把琼粤两
省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琼粤合作开
启崭新篇章的时代背景下，双方的发
展脉搏愈加同频共振。

广东省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所长刘伟认为，双方可以在“人文湾
区”建设视野下，以携手打造共同文
化圈为导向，沿着合作打造文旅融合
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合作拓展南海
海洋文化产业、合作发展面向世界的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平台的路径而努
力；广东省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
所所长李庆新则提出，琼粤两地应全
面、系统地发掘南海文化遗产，用全
球视野、现代理念与时代精神进行重
塑与创新。

这场思想碰撞的热潮，一直延

续至主题为“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
港联动”的学术沙龙中，来自琼粤两
省的 6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多种
学科交融，各种观点争鸣，现场气氛
活跃。

“本次年会通过发掘两省文化渊
源，探讨两地文化的同异质性，感受
两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智
慧力量，增进了两地的文化自信。”海
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省社科联副主席
熊安静在闭幕总结中表示，希望以此
为桥梁，加强琼粤两省全面交流与合
作，为两省高质量发展出良策、出高
招。

据悉，本次年会由海南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中
共万宁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主要
环节包括主旨报告、专题报告、学术
沙龙等，共收到学术论文和发言摘
要69篇。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

“2021《海南周刊》文化学术年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琼粤对话”在海口举行

一衣带水两地情 琼粤文脉紧相连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乘着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
港两大国家战略对接联动的东风，

“2021《海南周刊》文化学术年会·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之琼粤对话”于12月 3日在海口
举行。文旅融合、金融合作、医疗健
康信息互联互通……梳理与会专家
学者在学术沙龙环节的发言与观
点，会发现“合作共赢”一词频频被
提及。

“文化和旅游业在两地合作中，
可以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广
东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庄伟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国家战略所需，
也是国家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的高地
所在，两地顺应文旅融合发展大势展
开合作，将有助于两地共建世界级旅
游目的地。

具体如何展开合作？“粤港澳大
湾区的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高质量
协同发展，是基于文化要素协同、空
间协同、企业布局协同、高端生产要
素协同及制度协调等前提条件。”广
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
晓珍通过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
产业发展现状，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
南自贸港共建“人文湾区”提供了有

益借鉴。
广东省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刘佳宁则从金融业角度
探寻了两地协作发展的可行性。“世
界上任何一个湾区或自由港，都是金
融业发展的活跃区域。”刘佳宁表示，
琼粤两地可以通过加强政府引导，为
金融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良
好的生态环境。

来自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的马
金辉教授围绕“全健康”理念，提出两
地可以率先实现医疗诊断结果、医学
教育的互认，实现突发疫情的共同防
治，并可在动物安全监管方面展开合
作，“譬如今年上半年，海南医学院与

广东医科大、南方医科大进行了学术
交流，与广东部分院校个别专业实现
优秀本科生互派、专业学分互认，便
是一个好的尝试。”

马金辉的观点得到了海南师范
大学中国特色自贸港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刘锋的认同。“除了大健
康产业的互联互通，琼粤两地可成
立免税行业的联盟机制，同时建立
两地商品交易相关会议的共办套办
机制，让买家、卖家实现一程多站。”
刘锋将其总结为“南货北购”“北病
南医”“两会共建”，并提出琼粤两地
还可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实现互识和
对接。

当天的学术沙龙现场，来自琼粤
两地的专家学者坦诚交流，独到的学
术观点频出，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
声。热烈的学术气氛引得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海滨现场吟诗“南
海碧波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让
这一文化雅集于盎然诗意中落幕。
在与会专家学者们看来，琼粤两地文
化相通却又各有不同，需要用对话去
求同存异、寻找共鸣，他们也期待着
在琼粤合作开启崭新篇章的重要历
史契机下，这场琼粤对话能进一步促
进两省文化联结与融合、交流与合作
向纵深发展。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

“海南自贸港”对话“粤港澳大湾区”，琼粤两地学者展开文化学术交流

文化为桥 共谋发展

本报牙叉12月3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彭信翔）
又迎来了一年咖啡丰收的好时节！
12月3日上午，以“好咖啡·白沙造”
为主题的2021第二届白沙黎族自治
县咖啡文化节在位于元门乡的白沙
陨石岭咖啡加工厂举行，活动旨在进
一步打响白沙咖啡特色品牌，做实做
精做强白沙咖啡产业，以此有力助推
乡村振兴工作。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举办了白沙
咖啡数字交易平台系统发布仪式，并
设置炒制咖啡、品尝咖啡、咖啡采摘
及虹吸壶咖啡冲煮PK赛等一系列
精彩的配套活动，增强了咖啡文化的
现场体验感，也引得不少咖啡企业及
宾客前来体验并洽谈合作事宜。白
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产自于白
沙陨石坑周边的咖啡味道香浓、口感
极佳；截至2021年底，全县咖啡种植
面积已达3000多亩，主要分布在毗
邻白沙陨石坑的元门乡、牙叉镇、细
水乡等乡镇，不仅帮助周边80多户

农户顺利脱贫，还有效带动300多户
村民从事咖啡种植、管理、加工等实
现就业增收。

据悉，咖啡产业已列入白沙“两
个万亩、六个千亩”中的特色高效农
业产业之一，白沙已建成全省中部地
区最大的民营咖啡加工厂，并加速推
动种苗培育、基地种植、采摘烘焙、咖
啡豆精加工、线上线下销售等产业链
的升级完善。接下来，白沙有关部门
将以此次咖啡文化节为契机，计划在
多个乡镇继续推广橡胶林里套种咖
啡，努力将咖啡种植面积扩种到
5000亩左右，提升白沙咖啡品牌知
名度，打造中高端咖啡产品，并推进
农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提速乡村振
兴的步伐。

本次活动由白沙县委、县政府、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主办，白沙
农业农村局、白沙橡胶产业发展中
心、海南广电绿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白沙陨石岭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
等单位承办。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12月3日下午，2021第二届白沙
黎族自治县咖啡文化节活动在白沙陨
石岭加工厂刚落幕，就不时有种植户
驾车满载着一筐筐或一袋袋红彤彤的
咖啡果，驶至厂区等待筛选、过秤，种
植户们脸上难掩丰收的喜悦。

“已晒干瘪的咖啡豆不好筛分
品质，我们一直坚持收购本地农户
的咖啡鲜果，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
证每一粒咖啡豆的品质都达标。”摊
开查看咖啡果成色是否均匀，抽样

检测咖啡豆是否饱满……在收购这
一道环节，“80后”白沙陨石岭咖啡
品牌创办人成宗培力求每一细节都
做到精益求精。

白沙陨石坑四周群山环抱，常年
雾气充沛，有着昼热夜凉的山区气候
特征，很适合有机物质沉淀，土壤自然
十分肥沃。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
农户就利用陨石坑附近的边脚地种植
茶树及咖啡等作物。

近年来，咖啡种植规模逐渐扩大至
陨石坑周边的元门乡、牙叉镇、细水乡
等，孕育于此的咖啡经过烘焙加工后具

有别样的香浓味道。遗憾的是，因白沙
较为偏远，再加上早些年市场信息滞
后，包括成宗培父母在内，不少农户有
时只能无奈地将咖啡果、咖啡豆低价甩
卖，或任其熟烂在果园、仓库里。

2014年，在外打拼的成宗培返乡
创业，成立了白沙陨石岭咖啡种植专
业合作社，积极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
展咖啡种植、加工、销售等产业。

“一路上，有时也很艰难，但一想
到能帮乡亲们发展咖啡产业增收，能
使白沙陨石岭咖啡的品牌越来越响
亮，眼下再苦也都值得！”聊及返乡创

业7年历程，成宗培在感慨之余口气
已变得平和，也更显得沉稳。

经初步统计，现今，白沙咖啡种植
产业规模已达3000余亩，在海南咖啡
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商机。白
沙陨石岭咖啡种植专业合作社随后也
新添了一“牌子”——白沙陨石岭实业
有限公司。该公司也快速成长为集加
工、烘焙、包装、销售等产业链为一体
的当地龙头企业。

“2021年，预计白沙陨石岭咖啡
可收购加工500吨以上的鲜果。”更让
成宗培提振信心的是，在当地政府的

部门的支持帮扶下，占地5000平方米
的白沙陨石岭咖啡加工厂已引进涵盖
烘焙、加工、包装等工艺的生产线，年
加工能力可达1000吨干果以上，这一
规模已跻身为我省中部地区最大的民
营咖啡加工厂。

“白沙陨石岭咖啡浓而不苦，香而
不烈，且略带一点果味，实属咖啡里的
佳品。”如今，无论是线上助农直播，还
是线下实体销售，白沙陨石岭咖啡也
获得越爱越多的消费者的认可，产业
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本报牙叉12月3日电）

白沙与农行海南省分行
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本报牙叉12月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妙瑾 黄立华）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与中
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暨支持
乡村振兴发展合作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双方将
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建设、融资推动等，着力在乡
村产业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及重大项
目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据悉，“十四五”期间，白沙将紧紧围绕“三区
一地一园”新发展战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深入践行“两山”理念，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着
力推动生态文明化、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公
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治理法治化，力争把“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行将在行业政策、信贷规模、资源配置等方面对
白沙予以重点支持，并优先安排金融资源支持白
沙橡胶产业、文旅产业、电子商务、高端农林产品
加工业、产业园区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基础设施
升级、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并充分发挥农行项目融
资、跨境金融、地方债、投资银行、资金结算、金融
科技等方面综合服务优势，为白沙地区重大项目、
重点工程、传统支柱产业等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下一步，白沙将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不断强化服务企业发展的“店小二”意识，加快建
设一流营商环境；同时，白沙也将努力构建更加紧
密、相互支持的政银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
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互惠与共赢。

白沙举办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牙叉12月3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钟起鑫 南歌 李刚）12月2日晚，白沙黎族自治
县在该县文化公园广场举办“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共建和谐美好家园”宣传活动，旨在让白沙广大群
众树立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养成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自觉做好环境保护的践行者。

当晚活动在歌舞《绿水青山》中拉开帷幕，随
后，舞蹈《垃圾分类，人人有责》、黎族乐器演唱
《木棉花之恋》、歌曲《美丽家园》等节目轮番上
演。为加强群众对垃圾分类的认识，晚会期间还
穿插了关于垃圾分类知识的互动问答环节，不少
观众在踊跃答题过程中赢得了精美礼品，现场气
氛十分热烈。

此次宣传活动还将陆续在白沙各乡镇、学校、
企业开展，推动垃圾分类的普及化、规范化，形成干
部言传身受当表率，企业带动员工参与，学生影响
家庭树模范的良好局面。本次活动由白沙县委宣
传部、白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

“好咖啡·白沙造”2021第二届白沙咖啡文化节启幕

苦咖啡帮助村民过上甜日子

白沙青年返乡打造本土咖啡品牌

咖啡创业 苦尽甘来

➡ 第二届白沙咖啡文化节虹吸壶咖啡冲煮比赛现场。 通讯员 彭信翔 摄

中国青年训练营——“志愿之旅”
公益营主题论坛举办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昂颖）在第36个
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2021年中国青年训练营
——“志愿之旅”公益营主题论坛于12月3日在
海口举办。

会上，上海海洋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与志愿
服务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祖平，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志愿者培训专家翟雁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与青年志愿服务、青年人才与志愿服务等主题展
开主旨演讲，对海南志愿服务的项目创新、专业化
发展路径及考核评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我省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组
建百余名专家团队，构建3个专业模块、12个培
训专项、100门精品课程及多项素质拓展项目的
特色课程体系，提高青年志愿服务专业化、国际化
水平。

本次论坛以“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梦大
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平台为依托，是“大思政”
实践育人基地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团省委、省民政厅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