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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首届海南国际旅游岛少
数民族生态文化节暨少数民族生态文
化研讨会%在五指山市隆重开幕#来自
海南各市县的少数民族代表与贵州&

宁夏等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代表欢聚
一堂#共同演绎民族文化秀'

海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

除汉族和世居的黎族&苗族&回族外#

还有外来在琼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壮
族&蒙古族&满族&布依族等%#个少数
民族(经过多年的沉淀#海南世居的黎
族& 苗族中已有不少文化遗产被列为
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开幕式上举行了各少数民族走秀
表演和各市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技艺
的展演(海南黎族的$哈%&$杞%&$润%&

$赛%&$美孚%五种方言及苗族&回族&

蒙古族&满族&布依族&侗族&朝鲜族&

彝族&傣族&白族&水族等十六个少数
民族代表参加了民族秀(另外#本次活
动的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贵州省的苗
族&布依族&白族&彝族&满族&蒙古族&

傣族&侗族&水族&朝鲜族等!$个少数
民族的代表参加了本次文化节的展
演#成为此次盛会的另一个亮点(

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目中#三
亚选送的黎族)打柴舞*#保亭选送的
)钻木取火技艺*# 琼中选送的 )射鸟

舞*)插秧舞*#东方选送的)美孚黎$

/

染%织锦技艺*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
印象(乐东选送的节目)赶马歌*)大家
都好吗*#陵水选送的节目)阿姆的酸
粉*#黎族民族器乐演奏)哩咧+树叶&

鼻萧*#白沙选送的节目)白沙绣*也参
加了表演#各展绝技#精彩纷呈(

海南省生态研究院院长& 省生态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庆良表示#

举办海南国际旅游岛少数民族生态文

化节#旨在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提升海
南生态魅力# 集中展示海南少数民族
的特色和风采#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旅
游资源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

传承和创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
是文化的载体#一个地方最能吸引人&

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就是它的本土文
化(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意蕴
丰富#历史悠久#是海南本土文化的奇
葩(

#月#日上午#加笼坪放养土鸡
蛋海口销售中心开业啦, 位于海口
市天骋康都!

#$%&'()&*

+&,

" 一楼西侧的销售中心#将
为广大海口市民购买加笼坪放养
土鸡蛋提供更多的便利( 开业期
间# 土鸡蛋推出特价优惠# 原价&

元'枚的土鸡蛋现仅售!()元'枚#仅
限)天(

#日上午# 记者在加笼坪放养
土鸡蛋海口销售中心看到#前来选
购土鸡蛋的市民络绎不绝( $前段
时间#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放养
土鸡蛋#但不知道去哪里买#现在
好了#就在家门口#很方便( %家住
龙华路市民符女士说(

据了解#为庆祝加笼坪放养土
鸡蛋海口销售中心开业#中心还推
出了限时特价优惠# 原价&元'枚的
土鸡蛋现仅售!()元'枚#仅限开业)

天内有效(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
市民拎着袋子来购买散装的土鸡
蛋#而有精美包装的盒装土鸡蛋也
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 近期#

加笼坪放养土鸡蛋还推出了专门
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初生蛋%( 初
生蛋也叫开窝蛋#是小母鸡所产的
第一窝蛋# 初产的鸡群产蛋率低(

与常见的鸡蛋相比# 头窝蛋较小#

蛋壳坚硬#但营养含量更高(

与养殖场大规模生产的鸡蛋相
比#市民普遍更喜欢农民自家生产
的土鸡蛋( 那么#放养土鸡下的蛋
与养殖场的笼养鸡有哪些明显不
同-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
中心一份检测报告揭示了其中的
原因(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
中心是我国权威检测机构#共检测
加笼坪鸡蛋"!项指标#其中.重金
属含量有*项指标# 加笼坪土鸡蛋
每项指标都远远低于标准值#如铬
含量标准值是小于或等于!# 加笼
坪土鸡蛋检出值是$($!!(

在四环素等*项药物残留检测
中#加笼坪土鸡蛋全部未检出/+项
菌类指标检测# 全部符合国家标
准/最后!项检测显示#加笼坪土
鸡蛋富含抗氧化+ 延缓衰老的硒
元素(

此外# 海南大学食品学院副教
授刘石生博士在对加笼坪放养土
鸡蛋的营养指标进行检测时#还发
现加笼坪土鸡蛋的蛋黄重量普遍
高于市面上出售的普通鸡蛋#而蛋
黄中磷脂含量更是远超普通鸡蛋(

对于人体来说#磷脂质能够促进神
经发育#如果小孩子常吃磷脂质含
量高的鸡蛋#会变得更加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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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头两天的预热#$兰典珠宝% 第六届海
南汽车展销会在周末两天迎来了观展高
峰期#观展人数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不仅
人气爆棚# 也直接推动了汽车销量的上
升(

据组委会统计#)+#日两天# 车展迎
来!%(,万人次的观展市民#两天售车!)##

台#销售金额超过&亿元( 其中##日售车
#%$台#销售金额!(+,亿元#观展市民达到
)(,万人次#刷新了往届客流量(

$周末的人流量至少是车展前两天
的"0&倍# 我们这里半个小时卖出去"

辆( %上午!$时许#北京现代展位的销售
代表小邱因现场人多热闹扯着嗓子告诉
记者( 另一边#广汽本田展位#主持人也
卖力地用麦克风汇报订单状况.$恭喜李
先生成为广汽本田车主的一员, %

周末两天#记者巡馆发现#经济型轿
车格外受市民青睐# 几乎每个品牌都是
排队试车的消费者# 洽谈室内也是一座

难求( 市民何先生专门跟朋友一起来看
车#他告诉记者#他已经看中了一款一汽
丰田的轿车#原本打算出手的#但听说要
举行车展#而且有优惠#就选择在车展期
间来下单(

东风日产海龙店的总经理告诉记
者#捱过了七八月份的销售淡季#加上专
门针对车展推出的优惠# 人们的购车热
情重新提起( 尽管这次他们安排了近,$

名工作人员来车展服务# 但咨询的客人
还是多得应付不过来# 她自己也不得不
加入了销售人员的队伍#忙得口干舌燥(

一些市民在车商们火力十足的新车
推介+ 降价促销等攻势下# 纷纷订下爱
车# 许多汽车品牌的销售量颇佳( 据统
计##日-馆售车#%台# 销售金额%,+$万
元/.馆售车!,#台# 销售金额!*)&(!)万
元//馆售车+)*台#销售金额!($!亿元(雷
克萨斯售车&$台# 东风日产售车!,$台#

北京现代售车#*台# 一汽丰田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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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车展上#除了有汽车外#还有
钻石+蟹+旅游线路等信息可供了解(

近几日#兰典珠宝+上海蟹都汇水产
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及海南康泰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纷纷借力展会
平台露脸# 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喜
收名气+销量等(

在展会上# 兰典珠宝推出了$买
钻石#送黄金%+$买钻石#送奔驰%的优
惠活动( 同时凡观展市民凭车展门票
购买兰典珠宝的黄金饰品# 每克可以

优惠"$元(兰典珠宝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借助展会很好地提升了品牌知
名度#现场还有一些产品被售出(

$展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品牌展示的机会#我们的大闸蟹销量
明显增加( %上海蟹都汇水产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店
的大闸蟹近几日聚集了不少的 $蟹
迷%#店内销量比平时涨近%$0(

借助展会机遇#海南康泰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推出的赴越南+云南等地的
旅游线路# 受到了许多观展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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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三日每天抽出&*份大奖后#

#日下午约,时# 第六届海南汽车展
销会$购门票抽超级大奖%活动照常
进行# 共抽出一等奖至五等奖以及
惊喜奖( &*名购门票入场的观展者
喜获大钻戒+韩国双人游+123456%7

手机等大奖( !$日是第六届海南汽
车展销会的最后一天#抽奖活动届
时将抽出特等奖#奖品为价值!,万
元的轿车(

#日的惊喜奖000韩国双人游#

被海口市民林小溪获得(林小溪今年
刚刚大学毕业#当天和男朋友一起到
车展上去选车( $好高兴能拿到惊喜
奖#期待着能跟男朋友进行一次愉快
的韩国游( %林小溪说(

在海口从事销售工作的强禾玮#

喜中当天的一等奖000价值"(#))万
元的大钻戒( $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中奖(%强禾玮兴奋地说(尚没
有女朋友的强禾玮#准备将大钻戒好
好保存#留作纪念(

展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月!"日#)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将公布获奖门票号码#中奖观众可凭
门票入场券和第二代身份证在#月&$

日前到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兑奖(据了
解# !$日除将产生奖品为轿车的特
等奖外#还将产生最后的一等奖至五
等奖以及惊喜奖共&*份奖品(奖品包
括价值!(,万元的韩国双人游+ 价值
"(#))万元的大钻戒+ 价值,$$$元的
123456%7手机+ 价值&##$元的小钻
戒+ 价值!)&,元的!)8钻石链和价值
+$$元的大闸蟹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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