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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8 日，中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桥
梁——海南海文大桥通车，将海口市至文昌铺前镇的车
程由一个半小时缩短至 20 分钟。海文大桥为中国目前抗
震设防裂度最高、设计基本风速最大的桥梁，突破了在
极震区、跨越地震断层带建设特大桥的技术难题。
� 骆云飞 / 摄

▲

4 月 1 日，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在南洋文化节开
幕式上致辞。� 骆云飞 / 摄

心系乡梓情
   追梦新时代

钟鸣明：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发展的增长极

【侨报讯】钟鸣明 1 日出席海
南文昌南洋文化节开幕式、“心系
乡梓情 追梦新时代”主题交流会
以及海内外青年创业座谈会等多个
活动，向海内外乡亲介绍文昌发展
现状，听取乡亲们的建言献策。

中共海南省委将今年定为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文
昌市将今年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年”, 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吸引
投资特别是华侨投资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近年来，文昌的经济
基础不断夯实，发展实力不断增强。
2018 年文昌市地区生产总值 231.14
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 6.3%，
剔除房地产因素后增长 7.9%；固定
资产投资 200.33 亿元，增长 1.8%，
高于海南省 14.3 个百分点，在海南
省 7 个考核市县中排名第二。去年
文昌还成功引进 27 个产业项目，
签约 15 个，协议投资额 354.6 亿元。

文昌是中国知名侨乡。钟鸣明
表示，截至目前，文昌市登记注册
华侨投资市场主体已达 128 户，注
册资本约 29 亿元，累计投资超过
90 亿元，缴纳税费约 3.3 亿元。

钟鸣明期待，广大乡亲把拳拳
之心、殷殷乡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充分发挥眼界宽广、人脉丰富的优
势，以地缘、亲缘、业缘为纽带，
宣传家乡，推介文昌，为文昌发展
“擂鼓助威”“牵线搭桥”，吸引
和带动更多企业关注文昌、投资文
昌。文昌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努
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
高、投资环境最优、企业获得感最

强的创业高地，让广大乡亲和各界
朋友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
心。

钟鸣明在听取海内外乡亲发言
后说道，感受到大家非常关心家乡
文昌的营商环境，其实海南省和文
昌市对营商环境都非常重视，“这
是文昌市委市政府致力于要努力奋
斗的一件大事！”

他表示，愿意带领文昌的团队，
与海内外的青年才俊共同面对前进
道路上的困难，“文昌会越来越好，
我们需要你们，让我们一起把文昌
的事情越做越好！”

海文大桥今年 3 月正式建成通
车，一桥跨两地，文昌铺前到海口
市区仅需 20 分钟，有效助推文昌
加快融入“海澄文”一体化发展进
程。据了解，文昌至琼海博鳌的文
博高速公路今年内也将通车，届时
文昌将纳入博鳌机场和美兰机场的
半小时空港经济圈，交通条件将更
加方便。

创新实力快速集聚，推动文昌
高质量发展。目前文昌航天超算中
心已启动建设，今年首个工作日，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现场调研了该
项目，要求文昌以创新引领发展。
今年 1 月海南首颗商业卫星“文昌
超算一号”成功升空运营，率先在
海南省将航天超算大数据、卫星遥
感等技术运用到生态环境监管领
域。以文昌航天超算中心为核心的
航天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也正在谋
划布局，将作为文昌国际航天城起
步区的产业孵化区。 琼芬 / 文

中共海南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 1 日在第八届文
昌南洋文化节上表示，侨商是文昌发展的独特优势
和宝贵资源，文昌将努力推动侨务资源的经济社会
效益转化，成为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的重要增
长极。

海南华侨第一校文昌罗峰中学迎建校 135 周年

海内外乡亲汇聚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  拳拳之心乡梓情深

海外琼籍乡亲建言航天之乡新发展

▲ 4 月 2 日，海南文昌罗峰中学举行建校 135 周年庆典，多位海内外
校友远涉重洋相聚，共叙同窗情谊。� 骆云飞 / 摄

▲海外乡亲参观文昌春光椰子王国。� 洪坚鹏 / 摄

【侨报讯】凝聚众多海南文昌
籍华侨华人拳拳爱心的文昌罗峰中
学，2 日举行建校 135 周年庆典。
多位海内外校友远涉重洋相聚，共
叙同窗情谊。 

据罗峰中学校史记载，1884 年，
为振兴教育，当地乡贤云凤若四方
游说筹集资金，得到一大批海外侨
胞及社会贤士的支持，建成正屋三
进、横廊八座、大客厅一间的学舍，
名曰罗峰书院，为当时琼岛内规模
最大的学堂，开创海南华侨捐资办
学的先河。 

罗峰中学校长彭业伟称，在广
大华侨华人的不断支持下，罗峰书
院逐步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各类人才。 

“从建校之初的艰辛创业，到

民族抗战停办，从十年动乱期间的
干扰破坏，到改革开放对兴校之路
的探索，虽几经波折，但一代又一
代的罗峰人始终辛勤耕耘、播撒真
知、传承文明，在文昌的教育史上
留下光辉的一页。”彭业伟说，如
今该校是一所初级中学，有 9 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 400 余人，教职工
44 人。 

2013 年，罗峰中学高中部撤办。
南楼教学楼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
2015 年，在众多华侨的支持下，文
昌市先后共拨款 800 万元人民币，
按原来华侨设计的南洋风格原址原
貌重建，2018 年 1 月开始使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校园的三幢
主楼均为南洋风格，多间教室墙壁
上刻着捐建的华侨华人的芳名。 

【侨报讯】4 月 1 日，2019 年
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在文昌
开幕，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文昌籍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
中国知名企业代表等 300 余人齐聚
一堂，话桑梓、叙乡情、谋发展。
钟鸣明致辞，海南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肖杰宣布开幕。 

此次活动以“新机遇·新征
程·新发展”为主题。活动包括开
幕式、“心系乡梓情·追梦新时代”
主题交流会、招商经贸推介会、文
昌海内外青年创业沙龙、“识乡
音·叙乡情”香港新生代联谊活动、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理事会会议、
专题文艺演出、参观考察活动、文
昌侨乡嘉年华等内容。

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
务办公室主任陈健娇表示，文昌南
洋文化节举办七年来，已经成为海
内外乡亲交流联谊的平台，更成为
海南、文昌参与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平台。旅居海外的海南
乡亲，素有闯海创业的改革精神。
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正需要
这种勇于创新、大胆探索、敢为人
先的闯海精神，希望大家把前辈的
精神带回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海南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黎

【侨报讯】海南正在着力建设
自贸区（港），侨乡文昌迎来新契
机。海内外乡亲就文昌的新发展纷
纷建言献策。   

十三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
会委员、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
维嘉国际集团董事长张学修分析，
未来文昌发展面临三个重大机遇：
海南全岛建设自贸区（港）不断推
进，外商投资法更加明确保障外商
投资企业权益，文昌籍海外侨胞和
港澳同胞回乡旅游观光、投资置业
愿望强烈。他建议文昌在新的开放
格局中找准定位，全面提升发展硬
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做大做强本
土企业，改善整体营商环境吸引外
部投资。

随着文昌成为中国航天发射基
地，航天成为当地发展新引擎。马
来西亚前交通部长、马来西亚中国
丝路商会会长翁诗杰说，文昌应以
“航天元素”串联起整个产业链，
推动高新科技、航天旅游等产业的
发展。同时，文昌要主动在软硬件
建设上与国际化对接，建立当地群
众涉外的信心与礼仪价值观。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
李秉涌看好海南大健康产业发展，
准备投资 2 亿元人民币建设生物科
技实验室。他表示，海南进行自贸
区（港）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本地独
特资源优势，可选择生物科技、高
效农业、海洋产业等方面作为突破
口，带动经济发展。

当前，海南对外人文交流、商
贸活动愈发频密，如何充分利用琼
籍海外乡亲及海外社团的优势，在
交流中担当好“民间大使”作用？

海南省政协第五届港澳台侨外事委
员会顾问、新加坡海南会馆馆长潘
家海建议，文昌籍海外乡亲要广泛
开展文化交流，海外社团可协助提
升海外侨胞对家乡的兴趣，鼓励侨
二代侨三代展开“寻根之旅”。此
外，海外社团应多开展公益活动，
将更多的海南本地资源与国际资源
相结合。     

“海外华人新生代一般都接受
良好教育，这是海南可引用的人
才。”马来西亚海南总商会副会长
王嵣荃称，海南建设自贸区（港）
对海外华人充满机遇，可在教育、
经济、医疗等领域深入合作。他指
出，海南地处“一带一路”重要支点，
“若能将海外华人带上‘一带一路’
发展的列车，搭载专为海南发展而
设的车厢，将会为海南谋求更大的
发展”。

香港海南青年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梁丽说，希望海南、文昌与香港
各大高校多一些交流合作，将金融
专业或其他专业院校的分院建立在
海南、文昌，更好地为海南育才、
留才、引才做基础。

南加州海南会馆会长史振顺向
海内外乡亲们呼吁，当前海南加快
推进自贸区（港）建设，文昌全面
启动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发
展后劲十足。希望广大海外乡亲充
分发挥独特优势，利用创业经验和
世界眼光，把目光聚焦家乡，把更
多项目建设在家乡，把优秀人才引
回家乡，把优质资本和技术投向家
乡，为海南、文昌新一轮发展贡献
应有的力量。
 王子谦 张茜翼 / 文

前来参加庆典的几位老校长把
罗峰中学比喻成“爱心的明珠”，
是因为建校以来逾 500 位华侨华人
参与资助学校建设。 

文昌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
统。文昌籍泰国华人云昌俊告诉记
者，早前父辈们下南洋到海外谋生，
有一定成就之后就开始回报家乡。
“老一辈华侨最关心的就是家乡教
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让后
代们有文化。” 

“看到学弟学妹青春朝气，很
有活力。希望他们安心读书，成为
国家的人才，为社会服务，传递更
多正能量。”罗峰中学校友、香港
海南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陈爱玲一直
关心家乡教育事业，2003 年获悉学
校学生宿舍紧张，刚经历 1998 年
金融风暴事业受挫的她捐款 35 万
元，为母校建一幢宿舍楼，从 2012
年开始每年捐赠 5 万元奖教助学。
她在担任海南省政协委员期间，还
为罗峰中学危楼南教学楼抢救修复
提交建议。　　 

86 岁老校长苏大兴感念上世纪
70 年代教学相长、尊师爱生的岁月。
他自 1959 年从文昌师范学校毕业
后就到罗峰中学任教。“那时的学
校是四合院，东南西北四栋楼，能
容纳 2000 人，也是学校最辉煌的
时候。”苏大兴对罗峰中学有着很
深的感情，退休后经常回来看看。 

罗峰中学校友会会长周经良
说，“虽然我们离开学校已很多年，
但母校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
青春记忆。希望校友们常怀感恩之
心，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母校教育事
业的发展。” 张茜翼 / 文

才旺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一系
列重磅政策落地实施，为广大侨胞
提供了正当其时、大有作为的新的
重大历史机遇，希望文昌的广大侨
胞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
独特优势，以侨联侨、以侨引商、
以侨引资，积极参与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助力美好新海南发展。
也希望通过南洋文化节，发挥侨界
力量，实现以节庆扩影响、以节庆

造品牌、以节庆促发展的办节目标，
推进文昌国际航天城和故乡美好家
园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9 年第八届海南文昌南洋文
化节由中共文昌市委、文昌市人民
政府主办，中共文昌市委宣传部、
文昌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文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承办，海南
省侨务办公室、海南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协办。
 张茜翼 /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