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宁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贯
穿马涛两年的挂职生涯。2020年10
月，经中组部选派，湖南省林业局规
划财务处副处长马涛来琼挂职，任海
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处副处长。

近日，马涛结束手头的工作，返
回湖南。临走前，他仍然心系海南，
一再叮嘱几名同事，“建设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是‘国之大者’，要兢兢业
业，坚持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助推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

这句嘱托，更像是马涛两年挂职

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来时，恰值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迎来体制试点评
估验收；挂职期满时，《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发展报告2019—2022》推
出，国家公园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
身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最
核心业务处室的马涛，从试点到正式
设立后的各个阶段，都承担了艰巨而
繁重的工作任务。

锚定争取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第一
批正式设立目标，马涛迎难而上，研究
破解人工林问题、小水电项目问题、历
史遗留问题、试点区范围优化问题、预
算执行难等难题，为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争取第一批正式设立扫清障碍。

为了不断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后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马涛研究起草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将开展海岛
雨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加强珍稀濒
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等7大项任务分解
为31个小项，明确每个小项任务的牵
头单位、配合单位和完成时限，为国家
公园高质量发展制定了“任务书”、确
定了“路线图”、绘好了“时间表”。

身着白衬衣，戴无框眼镜的马
涛，看上去文质彬彬，工作起来却有
着“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两年来，
他经常深入雨林，考察指导工作，还
应邀在全省乡镇林业干部能力培训
班授课。

在项目谋划和建设上，他不仅发
挥专业优势，牵头编制《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修复专项规
划》，参与研究编制《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总体规划》；还在2021年牵头
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项目入
库管理，有效扭转了之前专项资金计
划执行难的现象。

马涛还积极增进湘琼两省林业
部门交流互鉴，为海南智慧林业、行
政执法、林业种质资源保护、林业产
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先进管理经验。

如今，身在湖南的他仍然关注这
片绿水青山。“非常有幸能参与国家
公园建设，为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设作出贡献。今后，无论在哪里，我
都将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守望那一
片我奋斗耕耘过的琼岛绿肺——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马涛说。

（本报营根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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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琼两地优秀美术作品展
在海口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11月5日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 习霁鸿
通讯员李凤）11月1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文厅、
中国民主同盟海南省委员会、海口市委宣传部、海
口市旅文局等单位共同举办的“喜庆二十大·奋楫
自贸港”陕西海南两地优秀美术作品展在省博物馆
开幕。

本次展览荟萃陕琼两地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精
心创作的80多件美术作品，主要包括中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水彩、书法作品等。

展览中陕西一方美术作品展示出三秦大地深
厚的文化底蕴及长安画派、黄土画派代代传承的
艺术精神。作品折射出“沉雄、豪放、质朴”的美学
品格与情感特征。海南作品充分呈现丰富多彩的
海南人文景观、生活景象，彰显出“清秀、灵动、明
丽”的审美取向及浪漫气息。两地艺术家通过多
元的审美角度和艺术符号对“中国美”“故乡情”等
元素进行了饱含深情的渲染和诠释。

展览策展人、海南雕塑家陈学博介绍，举办此
次展览不仅增强了陕琼两地美术家之间的艺术交
流，也拓宽了海南美术家的艺术视野，更为海南群
众带来一场高质量的艺术文化活动。展览将持续
至11月5日，公众可前往省博物馆一楼1号展厅
免费观展。

我省14个秸秆垃圾焚烧火点
被通报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为进一步落
实省委农办《关于压实市县落实“禁烤
禁烧”工作责任的十条措施》和省政协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秸秆禁烧和综合
利用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及禁放烟花爆
竹民主监督的工作意见》的通知，巩固
我省秸秆垃圾禁烧工作成效，防止秸
秆垃圾露天焚烧出现反弹，近日，省农
业农村厅对出现秸秆垃圾焚烧火点的
市县进行通报。

据统计，10月23日19时至30日
19时，全省秸秆禁烧监控系统、卫星
遥感系统共发现火点14个，分别是乐
东7个，儋州、昌江各2个，海口、琼
海、保亭各1个。

第五期“艺术讲堂”精彩开讲
品评现代琼剧《石斛花开》

本报讯（记者苏杰德）10月31日下午，由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海南省艺术研究所联合承办的第五期“艺术
讲堂”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厅精彩开讲。本
期节目由专家品评现代琼剧《石斛花开》，让观众
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石斛花开》是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为反
映“乡村振兴”这一重要题材而倾力创作的一部现
代琼剧。该剧讲述了施茶村党支部书记符文俊为
提高村民收益，主张在村里种植石斛。在推广种
植期间，符文俊深入发动群众，帮助村民解决实际
问题，最终不但完成了1000亩石斛的种植任务，
还建成了村里的石斛产业园，并以石斛产业带动
村里各行业发展。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场上场下频频互动。国
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素珍，国家
二级导演、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员李明玉等5位
专家分别从剧本结构、导演手法、作曲特色、演员
表演、创排意义等不同角度对《石斛花开》进行了
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品鉴和评论。“这样的讲
堂很有意义，非常值得学习。”一位琼剧工作者在
现场评价道。

“艺术讲堂”是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为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方案>的通知》和
中宣部、文旅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而全力打造
的一项公益文艺品牌活动。

海南中学启动
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

本报海口 11月 1日讯（记者黎
鹏 通讯员董新）明年，海南中学将迎
来百年华诞。11月1日上午，海南中
学建校99周年庆祝大会暨建校100
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99年来，一辈又一辈海中人勇
毅前行，推动海中发展成为今天海南
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数以万计的学
子从海中出发，星布四海，成为各行
各业的架海金梁。”海南中学校长王
宏在致辞中表示，在学校迎来百年华
诞的新起点新征程上，将把学校发展
融入国家建设蓝图中，始终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对接国家发展重大
需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

海南中学创立于1923年，与海南
发展同频共振，秉持“尚德、睿智、唯
实、创新”校训精神，坚守示范引领地
方教育的初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全
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此次海南中学启
动建校100周年纪念活动，旨在更好
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凝聚八方力量，提
升学校社会影响力，推动学校培养更
多高质量人才。

■ 本报记者 昂颖

近日，2022年“行走中国·海外华
文媒体海南行”活动举行。来自17个
国家的20余位海外华文媒体人士走
进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和黎族苗族聚居地，了解
海南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领略热
带雨林生态之美，感受民族地区发展
变化。

“一张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海南自
贸港蓝图正逐渐清晰。”10月31日，
《德国侨报》总编辑刘贵江参访海口国

家高新区后表示，海南在新能源产业
和生物可降解材料产业加紧布局，积
极围绕绿色低碳产业招商，他会将自
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更多华人华侨，为
海外环保企业融入自贸港建设推介更
多投资商机。

精细雅致的黎家壁画、温馨惬意
的农家书屋、香飘四溢的山兰酒坊
……沿着乡村旅游“打卡点”白沙黎族
自治县邦溪镇南牙村的巷道步行，美
国《华人网》总编辑于天竹被村落里宁
静自然的生活气息和黎族风情文化深
深打动，“有种民族文化叫作‘不辞长

作白沙人’。希望能将我在艺术设计
方面的所长，运用在黎族民间艺术、服
饰文化这些‘闪光点’上，助力海南民
族文化在海外推广与交流。”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
霸王岭分局的科普宣教馆里，栩栩如
生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展品，令罗马尼
亚《欧洲侨报》社长高进连连称赞：“我
曾多次到访海南。海南近年来积极发
动社会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创新开展了众多科普宣传活动，使
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东方市东河镇苗村，整洁宽敞的
道路相互交织，一排排新房在绿树环抱
间错落有致。“国家给补贴建的房子宽
敞明亮，距镇政府只有5分钟车程，生活
方便。我们是生态搬迁的受益者。”村
民梁代平高兴地领着多位华文媒体人
士来新家参观。“在这里，生态保护和美
丽乡村建设相得益彰。”意大利侨网总
编辑王卫平禁不住赞叹道。

走进椰林掩映的东方市江边乡白
查村，81间船型屋宛如一艘艘倒扣的
小船，保留着古朴原生态。加拿大红
枫林传媒集团“一带一路”通讯社执行

总编辑王群触摸着草泥墙面上古老的
历史痕迹，不禁感叹，“这真是黎族传
统民居的‘活化石’，我仿佛聆听到古
村落千年回音。”

村落广场一处，非遗传承人正领
着黎族姑娘向参访者展示着拿手的黎
锦纺染织绣技艺。综杆提花，断纬织
彩，编织出精美的花纹图案，这让加拿
大共生国际传媒社长胡宪感到十分惊
艳，“她们的坚守，推动着海南民族历
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让古老技艺迸
发出新的生机。”

（本报八所11月1日电）

20余位海外华文媒体人士实地考察自贸港重点园区，走进热带雨林，体验民族文化

近距离感受自贸港魅力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先进事迹展播

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处副处长（挂职）马涛：

永做雨林守望者
本报文城11月1日电（记者刘梦晓）11月1

日，太空奥运大型纪念雕塑《同心圆梦》捐赠揭幕
仪式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举行。

据悉，《同心圆梦》雕塑微缩模型曾搭乘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浪漫主义手
法塑造了中国与希腊两个东西方文明古国的“和
美”女神：身着荷花霓裳的嫦娥月神携手头戴橄榄
枝花冠的奥运女神，共举奥运五环，组成心心相印
的图案，在浩瀚天宇与日月和谐共舞，构成一幅

“太空奥运和美图”。该雕塑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
界人民同心、航天与奥运携手共圆太空和平梦。

“该雕塑在文昌落成，必将为文昌国际航天城
建设注入磅礴的精神力量。”文昌市委书记龙卫东
表示，当前文昌正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文昌国际
航天城，助力打造航天强国。希望全市上下和社
会各界以《同心圆梦》雕塑落成为契机，凝心聚力、
携手奋斗。

太空奥运大型纪念雕塑《同心圆梦》
在文昌落成

《同心圆梦》纪念雕塑。（文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10月24日，由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脊柱侧弯筛查中心专家，全市乡镇、社区卫生院
组成的筛查诊疗专家团队为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学生进行脊柱侧弯免费筛查。自此，海口市
儿童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筛查项目正式走进各中小学。海口计划今年内为全市25万名中
小学生进行脊柱侧弯免费筛查。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海口25万名中小学生
将免费接受脊柱侧弯筛查

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
剩余7项比赛即将重启

本报讯（记者曹马志）海南日报记
者日前从赛事组委会获悉，因疫情影
响暂停的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
事活动暨第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将于11月4日在儋州重启剩余7
项比赛。剩余项目分别是射弩、射箭、
爬椰树、健身健美、提水抗旱、背“媳
妇”、高脚竞速。

据介绍，提水抗旱、背“媳妇”、高
脚竞速将在儋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副
馆开赛；射弩、射箭和爬椰树将分别在
儋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儋州市
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及儋州市兰洋中
学开赛；健身健美则在儋州维也纳酒
店开赛。

为让本次省运会群众赛事活动顺
利恢复办赛，赛事组委会多方联动，各
方通力合作，将切实做好食宿接待、车
辆保障、疫情防控等工作，为各项目比
赛顺利保驾护航。目前，省运会群众
赛事活动场馆准备已基本就绪。

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
动暨第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各市县人民政府
承办。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10月31日12时—11月01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良

优

良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21

1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46

33

4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习霁
鸿 通讯员许嘉 吴春娃 翁小芳）海南
日报记者11月1日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1日16时，“尼格”中心位于广东电
白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南海海面
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33米/
秒）。预计，“尼格”将以每小时10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
渐减弱，并向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东北部
一带沿海靠近，也有可能在广东西部近
海减弱消失。省气象局于1日17时10
分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受“尼格”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日
夜间到3日，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

岛西部海面，风力6～7级，阵风8级；
本岛东部海面风力6～7级，阵风8～9
级；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1日夜间
风力8～9级，阵风10～11级；2日白天
到3日风力6～7级，阵风8～9级；上述
海区4日白天起风力明显减弱。

省气象部门提醒：请南海中部和

北部海面、中沙和西沙群岛附近海
面、海南岛近海海面作业和过往船只
迅速回港避风，在港船只继续做好安
全管理工作；琼州海峡风力将于11
月3日到4日加大到阵风8～9级，请
相关部门提前做好海峡通航调度、
物资运输、交通疏导等工作。

“尼格”向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东北部一带沿海靠近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上述海区4日
白天起风力明显
减弱

1日夜间到3日
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风力6～7级，阵风8级

本岛东部海面风力6～7级，阵风8～9级

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
1日夜间风力8～9级，阵风 10～11级

2日白天到3日风力6～7级，阵风8～9级

受“尼格”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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