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呼吁黎族民间音乐进课堂
海南本地中小学缺乏黎族音乐师资及教材

A13城事

总有那么一些女性，上了一定的年龄还能
颠倒众生。为什么呢？因为眼睛为她们留住了
年轻时的活力，做了她们年龄秘密的守护者。
据调查，眼睛最容易泄露一个人的年龄。因为
人们最容易通过眼睛捕捉“一个人的年龄和疲
劳程度”的信息，因此，想要魅力不衰，你就
必须开始和眼袋在这方寸间的娇嫩肌肤展开一
场主动的争夺战。

眼部衰老从眼袋开始
眼脸是人体最薄弱的皮肤，任何肿胀都极

其显眼，所以眼睛最容易暴露一个人的年龄。
美国田纳西大学研究人员要求数十名大学生通
过电脑图片判断48名老年人的年龄和疲劳程
度。研究人员通过监视器分析大学生在作出判
断时，眼睛所观察的位置。结果发现，受试者
46%的时间在看眼睛，19%的时间在看鼻子，
13%的时间在看额头，11%的时间在看双眉之
间。在判断疲劳程度测试这方面，几乎得出相
同的结论：人们在对他人年龄判断时，会最先
看眼睛。眼部杀手最主要的便是眼袋、黑眼
圈、眼纹三大类。如何快速祛除，使得自己看
上去更年轻更精神？

非手术祛眼袋，随做随走
瑞韩医学美容中心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皮肤

特质，率先引进国际上成熟的去眼袋技术。激
光去眼袋利用的是一种远红外长脉冲激光，适
应治疗多种因素引起的眼袋，经过定期的治疗
和专业护理，能有效打散下眼脸、眼眶处的深
层色素沉着，改善皮肤代谢，促进血液循环、
淋巴循环，达到激光去眼袋目的。整个过程仅
用30分钟，无痛苦，恢复快，不会留下痕迹，
随做随走，不受季节影响，不影响工作和生
活。它不像传统手术的去眼袋需要开刀，并且
效果非常明显，对身体创伤更小、更安全、适
用范围更广，让爱美女性轻松去眼袋，让眼睛
恢复原有光彩。

瑞韩岁末巨惠倒计时
喜迎双旦贺新春，瑞韩感恩巨惠倒计时，

非手术去眼袋1999元，白瓷娃娃999元，瘦脸
针1380元，祛皱999元；扫描以下二维码添加
瑞韩官方微信，可享受
500元现金券。更多瑞
韩双旦其他优惠项目详
情，请致电咨询400-
626- 9966、 0898-
68503666，您也可以
登陆瑞韩医学美容中心
官方网站：www.rui-
hanzx.com详询。

现状：
很多黎族孩子不会说黎话

据介绍，海南黎族人民创造的民
间音乐文化绚丽多彩、形式多样而又
独具特色，是我国少数民族珍贵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民歌和黎
族竹木器乐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黎族方言长调被列为
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
快，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海南黎族
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海南黎族民间音乐在现代化过程
中传承与保护陷入困境。比如，黎族
杞方言民间音乐主要分布于五指山、
琼中、保亭等市县。专家在调研中发
现，就连离城区较远大山深处的黎族
自然村落中，唱黎族民歌的也很少
了。能够演唱黎族民间音乐的黎族居
民在年龄上呈递减趋势，45岁以下
的黎族人基本不会唱黎族民歌。

“很多黎族孩子已经不懂说、也
听不懂海南话和黎话了，他们更不会
唱黎族民歌。”黎族音乐传承人符政
高目前在乐东青少年宫教孩子们学唱
黎族歌曲，每学期大概有20多个孩
子跟随他学习。他说，如果不懂说黎

话，很难学会唱黎歌。

困扰：
中小学校缺乏黎族音乐教材

吉雪花是东方市第一思源实验学
校的音乐教师，她每周给学生上4节
音乐课，教学生演唱黎族民歌。她是
一名土生土长的黎族姑娘，2006年
毕业于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多次参加
民族汇演获得奖项。“学校里还有不
少音乐教师，但他们不懂说黎话，也
不懂唱黎歌。”现已成长为黎族音乐
传承人的吉雪花说，她曾经拜村庄里
的老人为师，学会了一些黎族歌曲。
在教学的过程中，她一直苦于没有合
适的黎族音乐教材。于是，她干脆自
己编排了4首黎族民歌，通过课堂传
授给自己的学生。

黎族音乐传承人符政高说，他看
到过一些收录黎族民歌的书籍，令人
遗憾的是，都是用普通话翻译过来
的，并不是用原汁原味的黎话书写。

另据相关专家调研，在中小学师
资方面，音乐教师的来源多为全国各
地师范院校毕业生，大多数人未曾受
到有关黎族民间音乐的专门教育。

这一现象引起了本地高校的关
注，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今年编纂
了《黎族民歌简明教程》，供教学和
交流使用。

建议：
以进课堂传承黎族民间音乐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的著名音乐学家王安国发表主题演讲
称，中小学音乐教育应成为黎族音乐

传承的主渠道。
相关专家认为，现在，黎族孩子

从小接受正统的学校教育，在学校学
唱的是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年轻的父
母不会唱黎族民歌，所以，如果试图
通过家庭教育传承黎族民间音乐，显
然不现实。建议在全省黎族聚居市县
的中小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编纂黎族
民间音乐教材，在黎族地区开展“黎
族民间音乐进课堂”活动。在编撰过
程中，除重点参考《中国民间歌曲集
成·海南卷》《黎族民歌三千首》等
权威书籍之外，挖掘黎族文化，把民
间习俗、传说故事等内容作为民间音
乐背景打入教材。在此基础上，精心
整理，编写出最能体现黎族音乐特
点，最便于操作，直观性强的代表性
乐种、舞种，供学生欣赏和实践。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
者 王燕珍）“我的新作品被出版
社看中，现在已经出版了。”12
月17日上午，38岁的赵长发带着
他新创作的由大连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 7 册“蓝色梦想系列”书
籍，再次来到本报报喜讯。这位4
年多前本报曾报道过的还是农民
工身份的男子，如今已成为一名
海洋儿童文学作家。

12月17日上午11时许，一
见到记者，赵长发便高兴地拿出
这套新书与记者一起分享这个好
消息。文学创作，对于现在的赵
长发来说已是每天必不可少的。

“蓝色梦想系列”书籍的出版很顺
利，共7册，总计10万余字，历
经半年左右，今年12月初赵长发
拿到了该套书。赵长发说，《漂流
八千里》一书主角的故事，灵感
来源于一则新闻：一只南极小企
鹅迷路历险漂流数千英里到达新
西兰。该系列每本书均为一个独
立的故事，由不同的海洋动物来
为小读者们展示一个个色彩斑斓

的海洋王国。
据赵长发介绍，“蓝色梦想系

列”是一套针对广大少年儿童创作
的海洋童话。本系列以广阔的大
海为故事背景，以珍稀的海洋生物
为故事主角，建立了一个充满童
趣、绘声绘色的海底童话世界。

赵长发和妻子如今定居在澄
迈老城，两人靠出版作品所获得
的报酬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一
套70多平米的商品房，于今年8
月住进了新家。“第一个系列是

‘光明岛系列’已经出版，我们现
在也有了稳定的家，我丈夫也能
安心创作。”赵长发的妻子高兴地
说，其丈夫创作的两个海洋儿童
文学系列作品已面向市场出售。

赵长发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
创作第三个系列的海洋童话“寻找
失落的海洋”，预计有12册。“在海
南我找到了新的梦想，并一直心怀
海洋之梦，希望以童话的形式展示
生命在海洋的诞生、演化过程，只
有了解了海洋，人们才会更加珍惜
和保护海洋。”

对于赵长发，省作协主席邢
孔建交口称赞。“他确实很优秀，
农民工出身，在个人奋斗和夫人
的支持下，在科普写作这条道路
上探索，并打开了局面，其作品
连续获得商业出版，在市场上得
到认可，还给青少年读者带来更
多的科普知识，十分有意义。”

南国都市报12月 18日讯（记者 石祖
波）作为回馈《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
忠实读者的重要活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特举行大征订抽奖活动，第6期抽奖已于
12月18日下午如期举行。记者了解到，第
6期抽奖活动共产生13名中奖订户。

“订南国报已成习惯”
没想到会抽中大奖

“没想到订阅一份全年的 《南国都市
报》，会意外中得价值数千元的大奖！”在
上周抽奖活动中抽中大奖的陈先生惊喜地
说，他是一名忠实的《南国都市报》“粉
丝”，南国都市报内容丰富多彩，家里人都
非常喜欢，每年坚持订阅南国都市报已经
成为一种习惯。“完全没想到会中奖，意外
中奖也算是对自己长期订报的一种鼓励
吧。”对于意外中奖，陈先生表示，今后一
定会多多支持《南国都市报》的发行，号
召身边的人都订阅南国报。

据了解，本次抽奖活动奖品让人心
动。其中一等奖1名，奖品为：价值3500
元ZDX品牌高端家庭K歌影院音响设备1
套或价值2898元豪华版舒馨之泉水质处理
器1台。二等奖2名，奖品为：价值1058

元的法国弗朗西特原装进口红酒。三等奖
10名，奖品为：海口银龙影院电影票2张。

订2015年南国报
就有机会抽大奖

记者从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部了解
到，所有订阅 《南国都市报》、《海南日
报》的市民都有机会抽大奖！根据安排，
活动主办方每周四将进行一次抽奖，并在
每周五的《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公
布中奖订户手机号码及相关信息，中奖订
户可凭身份证、订报订单或发票来领取奖
品。想要了解抽奖活动相关细则的订户，
可拨打热线 66810505 咨询，或者登陆
www.hinews.cn（南海网）观看抽奖活动
现场的视频信息。

据主办方介绍，对于参与抽奖活动但尚
未中奖的订户，活动主办方将把没中奖的订
户手机号滚动进入下期的抽奖。如果你还没
有参与抽奖活动，那就赶紧订阅《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并用手机编辑“订报发票号
码”移动用户发送至“10657021966123 ”，联
通用户发送至“1065502002764966123”，电
信用户发送至“106901444062966123”即可
参与抽奖活动。

启用ACARS舱单上传系统
提高出港航班正点率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贺立樊 通讯员 张跃）飞机起飞前，
地面工作人员需向机组派送一张舱
单，里面包含该航班人数、货物重
量及配平数据等重要数据，直接影
响飞机起降安全。最近，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正式启用ACARS舱单上
传系统，告别了以往的人工送单模
式，缩短了机组起飞前的等待时
间，提高了出港航班的正点率。

推进海南科技强警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王燕珍特约记者宋洪涛通讯员田和
新）12月18日上午，海南省公安厅
在北京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就今后共同推进
海南科技强警和公安信息化建设等
事宜达成合作意向。

根据协议，双方将就加强宏观
规划合作、开展人才交流合作、推
进科研项目合作、提供实战应用支
持、建立会晤沟通机制等五方面进
行合作。

非手术祛眼袋要的就是安全与微创
——圣诞换新颜倒计时美丽姿态迎新春

海南一农民工作家创作10多万字系列海洋童话获出版

蓝色梦想丛书展示海底童话世界

2015年海报集团大征订抽奖活动第6期开奖，中奖订户请尽快兑奖

13名幸运订户喜中大奖

三亚机场安检查获
新型隐蔽点烟器

□南国都市报记者许欣实习生邢冬雪

赵长发，1977 年出生，满
族、海南省陵水人。海洋童话
作家、海洋诗人、中国少数民
族作家学会会员、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会员。农民工出身，
只上过小学三年级，靠自学成
才。创作长篇小说、海洋童
话、诗词等200多万字。已经
出版长篇小说《守望春天》，海
洋系列童话《抹香鲸历险记》、
《海豚王子历险记》、《美人鱼
的传说》、《海龟妞妞》、《信天
翁笨笨旅行记》和“蓝色梦想
系列”丛书。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贺立樊 通讯员 李诗培）手机壳？点
烟器？12月8日，凤凰机场安检员
在一名旅客的随身行李中查获一个
新型隐蔽点烟器。该点烟器外形酷
似手机壳，可安装在手机外部，隐
蔽性极强。随后，该旅客连人带物
一并被移交至机场公安机关处理。

黎族音乐传承与保护学术研讨
会于12月18日在海南师范大学召
开，相关专家与黎族音乐传承人为传
承和保护黎族音乐建言献策。与会
专家同声呼吁，中小学音乐教育应成
为黎族音乐传承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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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手机壳的点烟器
（由凤凰机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