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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珍）11 月 12 日，军旅作
家白航做客市图书馆，为读者带来一场“阅
读改变了什么——白航读书分享会”，向读
者分享了他多年的读书感悟和体验，现场座
无虚席，不少读者、文学爱好者前来聆听。

在讲座中，白航讲述了自己作为特种兵
的日常生活，分享赴阿富汗进行护卫工作的
经历和退伍后写作的心得体会。整场讲座
形象生动、轻松幽默，寓意深刻，引起了广
大读者的共鸣，在交流环节，不少听众踊跃
提问发言，白航就大家关注的阅读话题和困
惑进行了一一解答。

据悉，白航曾为特种兵中的特种兵，立
过二等战功 1 次，执行过北京奥运会安保等
任务。作为首批特警小组 6 名成员之一，白
航曾赴阿富汗执行为期一年零两个月的护
卫任务，新华社曾以“中国特警警徽闪耀阿
富汗”为题对他和他的战友进行过采访报
道。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已陆续出版反映特
种兵生活的作品《我的特战生涯》、《叫我特
种兵》、《弹壳》、《八大处》。

此次讲座由市文体局主办，市图书馆承
办，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三
亚市旅行社协会了解到，11 月 14 日，
由三亚冠名，三亚市旅游委协同五指
山市旅游商务局联合主办的第十二
届东北地区旅游交易大会暨 2016 东
北地区海南环岛（三亚）主题旅游年
活动在哈尔滨圆满落幕。三亚在旅
游旺季启动之初，深入东北三省地区
推介琼岛资源，搭台揽客 27.8 万次，

收获采购协议订单 9.32 亿元，为今冬
旅游奠定良好基础。

据悉，此次旅交会为期 4 天，三亚
旅游推介代表团分别在沈阳、长春、哈
尔滨设站宣传，以宣传广告、街头路
演、业界渠道推广等方式全方位展开
推介，尽显海南热带风光，展销今年最
新旅游产品，吸引了近千名东北三省
涉旅行业人员、社团协会代表、市民游

客参加。得益于丰富独特的旅游资
源、日渐规范从严的治旅环境，本次旅
交会短短 4 天，三亚收获 9.32 亿元采购
协议订单，揽客突破 27.8 万人次。

“本次新推出的多种旅游产品适
应了环岛游、度假游的特点，我们有
信心今年将吸引更多游客去海南观
光。”哈尔滨青年国际旅行社副总经
理安郁忠说。

军旅作家白航
与三亚读者分享阅读

2016东北地区海南环岛（三亚）主题旅游年活动落幕

三亚获9.32亿元采购协议订单

本报讯（记 者 汪 慧 珊）11 月 15 日 ，
“双修双城 我和三亚同成长”现场绘画比
赛优秀作品展在市图书馆举办，来自三亚
市第七小学、第九小学等学校的 100 多名
师生参加了画展开展仪式，并观看了绘画
比赛优秀获奖作品。

据悉，今年 10 月，共青团三亚市委、
市教育局、市少工委共同举办了“双修双
城 我和三亚同成长”现场绘画比赛，分为
小学低年级组、小学高年级组、初中组、
高中组四个组别，全市共有 799 名中小学
生参加了比赛。

当天，画展共展出绘画作品 48 幅，包
括四个参赛组别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的优秀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以多彩的
构图、多样的风格、多元的话语诠释着学
生们对三亚“双修”“双城”建设的感受和
领悟，也让参观者体验到三亚“双修”“双
城”建设成果。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
丰富广大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也营造了
良好的“双修”“双城”宣传氛围。

据悉，本次现场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
将持续一周，欢迎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各
界前往市图书馆四楼展厅观展。

本报讯（记者 黄珍）11 月 14 日，
2016 第九届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亚果会”）在上海新国际展览
中心开幕，来自中国、波兰、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500 家专业采购商、国际知名果蔬品
牌参展。海南优质农产品组团参展，
借助本次博览会平台举办海南优质
农产品推介会、签约仪式等活动。

此次海南优质农产品参加亚果
会由海南农友会、三亚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协会、三亚市芒果协会联合组
织，并获得海南各界力量的积极支持

和推动。三亚福返热带水果农民专
业、三亚南鹿实业、海南水果岛农业、
海南农人果匠农业、海南自然果香农
业、三亚渔王威记海产贸易、海南朗
泰农业、海南莲华生态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海南优选果业、海南瑞和园现
代农业、海南仙昌酒业、海南澄迈桥
沙现代农业等 12 家农渔企业组团参
展，并打造海南一条街。

在亚果会现场，海南一条街备受
瞩目、人气爆棚，展出各种海南优质
热带水果和原生态土特产，包括三亚
芒果、山兰糯米酒、桥沙地瓜、红毛

丹、琼中绿橙、牛奶莲雾、火龙果、莲
华睡莲和各类海鲜等 30 多个品种，其
中三亚芒果一亮相便获得多家采购
商、经销商，现场签订了合作意向协
议。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是亚洲同行
业最大的展会之一，集产品展示、贸
易配对、高峰论坛、优品评选推介于
一体，是中国规模最大、专业性最高、
成交额最大、贸易对接最高效的果蔬
界专业 B2B 贸易展览会，为企业及政
府寻求合作、拓展市场、品牌推广搭
建了有利平台。

2016第九届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在上海开幕

海南优质农产品企业组团参展

低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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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

三亚湾 优 27.5 23：50 06：50
大东海 优 27.5 23：50 06：50
亚龙湾 优 27.5 23：50 06：50
海棠湾 优 27.5 23：16 06：18

浴 场 水温℃

四大海水浴场24小时环境预报
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 dof.sanya.gov.cn

本报讯（记者 吴英模）11 月 15 日晚，
市政府在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国际会展
中心设宴欢迎参加“中俄媒体交流年中
俄（三亚）电影周”活动的国内外嘉宾。
副市长许振凌出席晚宴并致辞。据悉，
2016 至 2017 年是中俄两国领导人确定的
中俄媒体交流年。经国家广电总局、海
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批准，中俄（三
亚）电影周活动被列为海南省中俄媒体
交流年八项活动之一，定于 11 月 15 日至
20 日在三亚红树林国际影城举行，并于
16 日上午 9 时举行电影周开幕式。

许振凌在致辞中代表市政府对参加
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对远道而来的俄罗
斯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年会成功举
办。她说，中国和俄罗斯是友好邻邦，历
来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的交
流、交往渊源流长。中国人民对俄罗斯的
电影、电影歌曲和一些文学著作都很熟
悉，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也并不陌生，尤其
是对三亚，应该是比较喜爱的。

许振凌指出，最近十年，到三亚旅游
的外国游客当中，俄罗斯的游客占到 50%
左右。人们经常能够在三亚的大东海、

亚龙湾、三亚湾等地看到俄罗斯的游客，
三亚的老百姓也能够说上一两句俄语。
三亚也是每年都去参加莫斯科的秋季旅
游展，向俄罗斯的人民介绍三亚的旅游
资源和旅游产品。尤其是中医理疗，得
到了俄罗斯和周边国家人民的青睐。

许振凌希望通过中俄（三亚）电影周
活动，搭建一座桥梁，传递两国友谊，交
流两国文化。并希望参加活动的俄罗斯
嘉宾在工作之余能够到三亚走一走、看
一看，体会三亚的美景、魅力和文化，并
到三亚取景拍摄影视作品。

电 影 周 期 间 ，将 展 映《敢 死 营》《少
校》《铁人伊万》《暗黑世界：平衡》等四部
俄罗斯大片，以及《新青春之歌》《丝绸之
路》《三六巷》《请把你的窗户打开》等四
部国产佳作。

此外，包括俄罗斯著名导演、阿穆尔·
秋天电影节主席谢尔盖·诺沃热洛夫，俄
罗斯列宁功勋演员列娜·波尔泽娃等 10 位
俄罗斯著名影人将参加 16 日上午 9 时举
行的电影周开幕式，以及 16 日下午举行的
电影周主题论坛，与中国影人、三亚观众
近距离探讨互动，谋求未来的合作发展。

中俄（三亚）电影周今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11 月 15 日晚，

副市长李劲松在鹿回头国宾馆会见佛得
角驻华大使塔尼娅·罗穆阿尔多一行。双
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地教育、旅游方面的交
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塔尼娅·罗穆阿尔多说，三亚市与非
洲佛得角共和国的萨尔市是友好城市，两
地气候相似，旅游业发达。今后，两地将
推动旅游业发展作为萨尔市与三亚市互
动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互输人才，推动两
地旅游业共同发展。在教育上，进一步推
动两地高校间的学生、教师间的互动交
流，增加互访次数，促进双边发展。

李劲松表示，目前三亚正在召开中共
三亚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未来五年三亚将
努力建成“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
点城市，三亚积极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国
际游客和友人，共同发展繁荣。此外，在
教育上，佛得角 50 名留学生在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留学，学习文化知识，三亚也希
望通过这些留学生作为两城市教育、文化
发展的纽带，增进两座城市间的友谊，推
动双方共同发展。

据了解，三亚市与非洲佛得角共和国
的萨尔市于 2009 年 10 月缔结友好城市，
萨尔市位于佛得角共和国的萨尔岛上。
该岛面积为 216 平方公里，地势平缓、干
旱少雨，全年平均气温 25℃，阳光充沛、
气 候 温 和 、海 水 清 澈 ，非 常 适 合 旅 游 度
假。

市外事办、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单位
和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市领导
会见佛得角驻华大使
增进双方友谊
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

“双修双城 我和三亚同成长”
现场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开展

描绘“双修”美景
感受三亚蝶变

推进“双修”“双城”
建设精品城市

东岸湿地公园
示范段生态美

11 月 13 日，高空眺
望东岸湿地公园示范
段 ，规 划 布 局 美 观 秀
丽，植物生长茂盛，生
态 环 境 宜 人 。 目 前 ，
东岸湿地公园示范段
已进入种植物养护阶
段，公园面貌日新，不
久将对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孙清 摄影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