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优特新”俱全 南珠生意火爆

——珍珠节商品展销暨珠宝博览会花絮

踏上市水产市场二三楼，就进入了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商品展销暨珠宝博

览会展厅。在 3 楼的展厅分为第一展厅（佛山馆）、二展厅（综合馆）、三展厅（上

海馆），420 个展位摆满了来自广西、四川、云南、广东、上海、浙江、贵州等地

送来的展品。日本等国家的客商，也在展柜里展出他们的产品。丰富多彩，琳琅

满目的各种名、优、特、新产品，令参观者与购买者目不暇接。

北海银翔摩托车实业总公司占了入口处的展位。宣传银翔摩托车的简介贴满

了墙壁，7 种款式的摩托车令骑手们看了眼馋。其负责人告知记者，最抢手的车

型要数 100CC、125CC 和 125ACC 几种类型。他们厂目前年产量已达 6 万辆，但在

国内外仍供不应求。

走马观花般在展厅转一圈，人们就会发现，高科技产品不少。浙江省江山市

益康保健品发展有限公司展出的是天然珍珠浓缩液产品，这个专利产品是采用天

然物理水解办法，把珍珠粉改变成天然水解珍珠浓缩原液，从而提高人体的吸收

能力。这是对珍珠的深度开发出来的产品，将会使珍珠身价倍增。北海康源生物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螺旋藻滋补食品、北海高美施活性液肥有限公司生产的

高美施有机腐殖酸活性液肥，能使农作物提高产量，提早成熟改良土壤，减少病

虫害。还有广西平南县燃气节能厂出产的“火球”大火大猛火圈。类似上述的高

新科技产品，在展厅内还有不少，使人耳目一新。

珠宝展台也令人大饱眼福，西双版纳华德珠宝店展出的缅甸翡翠玉石，有玉

骊、玉观音、玉手镯等 100 多种产品，白玉翠玉，晶莹可爱，绿翠欲滴，令人爱

不释手。南珠展柜前，更是人头攒动，生意兴旺，一个体老板后悔带来的珍珠项

链太少了，加工的好项链供不应求。

（封保华）



为南珠焕彩 献锦囊妙计

领导专家养殖户工商界人士聚首共研南珠产业

璀璨夺目、历史悠久的南珠如何保持品牌魅力，开拓市场，成了 10月 30 日

下午召开的“中国珍珠产业发展研讨会”的主题。研讨会由世界珍珠协会主席何

乃华主持。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珍珠专家、水产行业领导、珍珠养殖销售大户。香港民

生集团副主席郑大报、台湾大东山珊瑚珠宝城总经理吕樑鑑等参加了会议并在会

上发言。发言者畅所欲言，对珍珠退化、加工粗糙、淡水珠供过于求及在养殖、

加工、销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副市长任玉岭在会上讲了话。他回顾了南珠辉煌的历史，谈了实施集团战略、

提高知名度战略、人才战略，使南珠产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看法。他分析说，

联合起来，采取收购兼并小企业，形成集团公司，才能有财力在南珠养殖、加工

上采用高新科技，使南珠有大的突破；南珠还应从各个角度提高知名度，要有一

大批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加盟珍珠生产、销售行列，南珠在养殖、加工、销

售的推广科技与管理方面才会出现新局面。任玉岭还就南珠技术、加工质量、市

场开拓上的突破发表了意见。

（封保华）



老有所乐 老当益壮

“社保杯”老年门球赛落幕

作为节庆活动之一的我市第五届“社会保险杯”老年门球赛 10月 30 日上午

在中山公园老年活动中心落下帷幕。

经过两天半的激烈角逐，老年门球代表队——泗海、军休所、市农行、合浦

一队、市国税、水产二队分别获本届门球赛的前 6 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振

江和市社保局、总工会的领导为获奖队颁发了锦旗和奖杯。

据悉，本届比赛共有 17个单位的 170 名离退休职工参赛，为历届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参赛的男选手均在 60岁以上，女选手 50岁以上。

“社会保险杯”门球赛从 1992 年开始举办，今年起由市社会保险局承办。

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增强离退休职工强身健体的意识，

为他们的晚年生活增添色彩，使广大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朝晖）



珠城，欢乐的海洋

——珍珠节群众文体活动剪影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在广大市民的企盼中揭开了帷幕。为了欢度自己城

市最盛大的节日，广大群众在中山公园、北部湾广场等市区内的活动场所，举行

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中山公园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市武协的醒狮表

演，铿锵的锣鼓，烘托出欢乐的气氛。安达武术队等团体表演了精彩的集体峨嵋

功力拳、太极拳和集体剑舞等节目，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声。

而由市妇联和团市委组织的由供电局、市建行、少儿图书馆等单位共同承办

的游园活动，有谜语竞猜、盲公打锣、丢圈、套鸭等多项活动。无论是老太太还

是小孩子，大家都很有秩序地排队依次参加“盲公打锣”等活动，当打锣者的木

棰落空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开心的笑声。而东面的高空脚踏车、大型观景车、

碰碰车等，完全成了孩子们欢乐的天地。在大榕树下，退休的老工人们，跳起了

欢快的迪斯科。夕阳红老人文艺演出团，在 82岁高龄的宋德藩老先生的带领下，

唱起了粤曲，跳起了舞蹈，还表演了扇舞《晚霞彩云飞》等精彩的节目。据了解，

演出的服装道具都是他们自己凑钱购置的。

合浦县文化局组织的粤曲对唱、歌舞和表演唱，吸引了众多游人。他们腔圆

调正的演唱，传统戏服的装扮，不但令园内的游人争睹，就连公园围墙外的一些

游人，也爬到围墙上观看。公园大门两侧的围墙上，则是板报汇展的地方，浓郁

的海滨气息，从字里行间飘逸而出，行人驻足观看，流连忘返……

经扩建后的北部湾广场上空，彩色气球悬挂着条幅标语，在秋风中飞扬。这

里，人流如潮，游人如织，人们踊跃奔向圆顶屋参观刚刚开展的“美丽的北海—

—建筑摄影展”和“房地产展示暨城市建设成就展览”。由北海城市规划协会和

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建筑摄影展，有挺拔高耸的大厦、精心细琢的城雕和具



有强烈反差的饱经沧桑的旧民居。摄影家们为我们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留下

了历史的记录和美丽的倩影。

馆内中央，按 1:2500 的比例营造的北海市区模型，精致的造型吸引了许多

生活在这片热土的市民和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房地产展示暨城市建设成就展

览，用丰富的图片、文字等资料，直观地告诉人们，几年来我市先是名列“全国

投资环境 40优城市”第 12位，后又进入“全国 100 个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的前

10名，先后荣获“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城市”、“广西区卫生城”、“广西区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等称号，展示了在“不求最大，但求最美”的城建

新思路的指导下实施的“美化工程”，展示了我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崭新风貌。

广场，真正成了人们留影、谈笑、小憩的好地方；珠城，到处是欢歌笑语……

（林业霞）

园内景依旧 门前展新颜

黑板报成了一道风景线

50 多块图文并茂的黑板报成了珍珠节期间中山公园大门前的一道新景观。

这次由珍珠节组委会主办，中山公园、群众艺术馆承办，有 50多个单位参

加的全市黑板报展评的评选工作好让评委们为难，因为参展的作品各具风采，难

分伯仲。最后经过仔细的评比，方才评出地税局、中医院、市图书馆、市儿童图

书馆、地角文化站、水产展览馆获一等奖；自来水公司等 12 个单位获二等奖；

26个单位获三等奖。

自 1953 年起，北海就有经常举办全市黑板报展评的传统，而这次旨在宣传

十五大精神、宣传珍珠节和北海风采的黑板报展评活动从参加者的踊跃到参展作

品的质量皆胜于过去。这次活动的开展，对进一步弘扬珠城文化将起到一种新的

作用。 （朱町）



竞技赛艺角逐“沙场”

银滩沙雕大赛吸引中外游客

10 月 30 日上午，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沙雕大赛在风景如画的银滩举行。

6000 多名中外游客前往观赏。

沙雕，即用沙子堆砌雕塑成各种意象的艺术品，是一种融艺术创作和娱乐观

赏于一体的新颖有趣的沙滩活动。北海银滩具有世界一流的沙滩和一流的沙子

（颗粒度在 30目以上），非常适宜于沙雕。

33个队参加了这次沙雕大赛，他们分别来自艺术学院、中小学校、武警部队、

机关单位和家庭，中房袋鼠队的谭艺游小朋友年龄最小，只有 4 岁。参赛队员在

宽广的沙滩上一字的排开，绵延 200 余米，场景蔚为壮观。在 120 分钟的竞赛时

间内，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各式建筑物、动物等各种造型从参赛队员灵巧的手中

相继“诞生”，壮丽银滩一时间成了艺术长廊，游客为之赞叹不已。

经评定和游客观众的投票，市规划院队的《滨海之梦》、市旅游局队的《沙

漠之舟》、合浦二中雄鹰队的《爱心城堡》和游客组成的小龙队的《动物》，分别

夺得专业组、单位组、校园组和家庭组一等奖，广西艺术学院二队创作的《走向

世界》获最佳创意奖，武警二中队创作的《桥》获最高技艺奖，另外武警北海支

队和广西艺术学院还分别获得本届大赛的特别组织奖和特别鼓励奖。

副市长蓝以舟、广西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黄桂辛等领导出席了本届大赛，并

为获奖参赛队颁了奖，中国雕塑委员会秘书长范伟民担任本届大赛的评委主任，

来自美、加拿大、日、英及国内各地的游客嘉宾 200 多人参加了本届大赛的投票

评分。

（胡宗保）



灯光耀海天 歌声伴倩影

昨晚海滩公园度过“启东狂欢夜”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又一大型文化娱乐活动“启东狂欢夜”晚会昨天晚

上在海滩公园隆重举行，岑鸿平、周国丰、庞志显、彭段生、陈小琴等市领导与

近万名观众一起观看了晚会精彩的节目。

昨天晚上，经过精心装扮的海滩公园好像花的海洋、灯的世界。位于大型音

乐雕塑喷泉东边的晚会表演台场面宏大，色彩绚丽。该台座西朝东，依海堤阶梯

搭建而成，使海边辽阔的沙滩成为最理想的观众席。表演台中央伫立着嘉华大型

电子屏幕，屏幕两侧竖着“让世界了解北海，让北海走向世界”的大幅标语，铺

设绿色地毯的台面和大红色台裙色彩鲜艳、对比强烈，加上台阶上闪烁的霓虹灯，

使整个表演台充满着热烈的气氛。

晚会除了著名歌手的演唱外，还有“夜巴黎杯”珍珠小姐总决赛、“祥龙杯”

卡拉 OK 总决赛和“嘉华杯”全民抽奖活动。首先登场的是打入珍珠小姐总决赛

的 18 位佳丽，她们分别来自广东、江苏、辽宁、云南、陕西以及我区各地，经

过泳装、旗袍、婚纱三个项目的表演，最后，来自广西的黎贞小姐和来自广东的

朱艳莉小姐分别获得珍珠小姐总决赛的冠军和亚军。

与珍珠小姐的表演同时穿插进行的著名歌手表演是晚会的焦点，刘玲演唱的

《青藏高原》、韩晓演唱的《我想去桂林》、王韫演唱的《摇到外婆桥》和金学峰

演唱的《老乡》等歌曲，使台下喝彩连连、掌声不断。特别是著名歌星陈明演唱

的《快乐的老家》和《为你》使台下群情激奋，上万名观众随着她的音律节奏拍

手击节，她面向哪边，那边便立即掀起激动的波澜。这时，喷泉的波光、佳丽的

倩影，与海浪、沙滩、歌声、观众自然天成地融为一体，把晚会推到了当晚的最

高潮。

在晚会最后进行的“祥龙杯”卡拉 OK 总决赛上，10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



选手一一登台，虽然夜色已晚，但其嘹亮的歌喉和富有情感的优美歌声仍然荡漾

在银滩夜空。

晚会从晚上 8时 30 分开始到 11 时 30 分结束，整整持续了 3 个小时。

（许开德）

《北海狂潮》涌波澜

昨日在启东商城举行首发式

一部以九十年代初北海大开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海狂潮》的首发式，10

月 29 日在市启东商城举行。

该书是首部以成为全国投资热点、商贾云集、风云际会的九十年代初的北海

为背景，以投资北海的巨商李仕白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北海开发风云，反映了

北海创业者的悲欢沉浮。小说作者为广西区文联主席、著名作家蓝怀昌，他在首

发式上为读者现场签名留念。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彭段生，青海省文联副主席陈士濂等出席了首发式。

（京文）



用沙堆积梦想

——沙雕大赛写真

昨日上午，珍珠节沙雕大赛在美丽的银滩举行。老天似乎也特别照顾这次比

赛——暖暖的阳光洒在细白的沙滩上，退潮后的海滩沙粒潮湿、干净，一切都非

常符合沙雕的条件。上午 9 时 30 分，哨声一响，各队迅速开始行动，姑娘小伙

齐动手，赤足踏在微凉的沙滩上挖沙、堆砌、雕刻。

海滩上，身着橄榄绿的 4支武警参赛队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大批的观

众被吸引到他们的场地边。在武警一中队的场地边，有位 50 来岁的妇女，她是

一中队长的母亲，从湖南来探亲，这次也来到海滩上，观看沙雕表演。

参赛队中还有两支家庭队，碰巧他们雕的都以房子为主题。中房袋鼠队一家

三口雕的是《我们的家园》，即一幢小别墅，而证券之鹰队的小夫妻雕的是《海

边的城堡》。袋鼠队的小姑娘虽然只有 4 岁，但是也跑前跑后帮挖沙、提水，专

注的神态引来不少新闻记者拍照。还有一个只有 1名队员的参赛队，他叫姜帮源，

是夜巴黎的厨师，专职做雕花的。他认为烹饪的雕法跟沙雕应有共通之处。这次

他雕的《金鱼游银滩》就活灵活现地浮凸在沙滩上。

这次大赛还有来自广西艺术学院和市规划设计院的 7 支代表队，作品主题大

多抽象化、很具创意，令人回味。

11时 30 分，沙雕大赛结束。经过专家评委的一致评定，北海规划院《滨海

之梦》、市旅游局的《沙漠之舟》、合浦二中雄鹰队的《爱心城堡》分获专业组、

单位组和校园组的第一名；广西艺术学院的《走向世界》获最佳创意奖，武警支

队的《桥》，获最佳技艺奖，武警北海支队还获得最佳组织奖，鼓励奖由中房袋

鼠队和广西艺术学院队获得。

（汪丽华）



笑语欢歌满滨城

珍珠节各项活动全面展开

两天来，珍珠节的各项活动全面展开，滨城处处锣鼓喧天，欢声笑语，洋溢

在友好和欢乐的气氛中。

29日下午，钦州至北海高速公路开工，自治区领导成克杰、赵富林、陈辉光、

张文学及市领导李克、岑鸿平、张九先、廖满开等出席了隆重的开工庆典。

29日下午，在北部湾广场举行扩建工程竣工庆典，新扩建的广场面貌焕然一

新，是市民和游客集会、游览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自治

区政协副主席黄语扬、莫虚光、吴克清和我市领导周国丰、陈听正、任玉岭一起

为竣工剪彩。

两天来，市领导还分别会见了来自国外及香港的贵宾，贵宾有：越南下龙市

政府代表团等 7 个代表团共 50多名成员，日本八代市副市长上村正胜一行 5 人，

新西兰驻香港总领事馆商务公使马科林，香港工商界、金融投资界著名人士郑家

成、蔡维谦、刘鸿书等。

30日上午 10 时，由市政府组织的项目招商洽谈会正式开幕，我市和有关各

方分别签订了轻型飞机制造、平果铝业公司北海基地、漆包线等 13个项目。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李克、岑鸿平、任玉岭等领导又在香格里拉西安厅分

别与应邀前来参加珍珠节的贵阳市代表团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代表团举行了

缔结友好城市签字仪式。并在香格里拉青岛厅与应邀前来的我市友好城市领导和

代表团成员一起举行了友好城市座谈会。

30日下午，副市长任玉岭，中国珍珠协会主席何乃华会同全国 100 余名有关

专家及珍珠企业负责人在中玉大酒店举行了珍珠研讨会。

10月 29 日上午，北海市首届奇石藏品展在市总工会二楼展出。此次共展出

奇石藏品 200 余件，有景观石、形象石、图纹石、抽象石等，作品形态各异，饶



具情趣。

29日下午，“美丽的北海”著名画家画北海画展在群艺馆三楼正式展出。参

展的作品分为全国著名画家北海写生画、本土画家风景画两大类。由市规划协会

主办的北海建筑绘画展也同时在此展出。

（许开德 罗辉 曾铁 梁新伟 来莅）



珠光闪烁 彩龙腾空

珍珠节开幕式会场布置已近尾声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重头戏——开幕式的现场整体景观设计、制作工作

大部分已完成，但装饰性的工作，如会场外悬挂的汽球尚未落实。为此，组委会

吁请全市企事业单位踊跃参与。积极支持。

珍珠节开幕式的地点几经讨论，最后定在市体育馆，因开幕式及文艺晚会要

向国内外做电视现场直播，因此经市领导对现场整体景观设计、制作提出了很高

要求，要求洋气、大气，有品位、上档次。天翔广告公司 10月 10 日接受这项任

务（不包括晚会舞台布置）后，全公司马上全力以赴投入了筹备工作。为充分营

造欢乐、热烈的气氛，他们把任务分解为场外景观、场内景观。场外景观以双龙

戏珠为主体，场内景观注意造就海洋文化氛围。设计方案通过审查后，该公司立

即组织人力实施，为处理好龙的形象，他们参考了很多图片资料，并多次到合浦

实地参观，还从柳州工艺美术学校请来了 5位雕龙造龙师傅，造龙的材料本地没

有，他们马上派人乘飞机到广州采购。为追求更好的效果。龙体的升降、弯曲、

伸展等，在施工中反复修改，龙头的昂、俯也几经改动，目前，近 8米高的双龙

戏珠的骨架已全部做好，龙身上的植被也在培植处理中。体育馆正面的珍珠节节

徽也已做好，正在安装。

场内景观主要在观众席周围使用 800 多平方米的布幔，一位服装厂退休的老

师傅正在日夜缝制，承挂布幔的铁架也在日夜焊接。

至发稿时止，开幕式会场的各项筹备工作均已接近尾声，但会场外营造气氛

的汽球尚无着落，为此，珍珠节组委会希望全市企事业单位踊跃支持配合做好筹

备工作。

（蒋纬全）



主持珍珠节开幕式现场直播的广西电视台——

人员到位 设备到位

珍珠节即将到来，广大电视观众对开幕式及文艺晚会现场直播较为关注。日

前，记者走访了负责这次现场直播的广西电视台直播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对记者说，广西电视台派来参加北海现场直播的工作人员就有 40

多人，带来台里最好的设备。届时，将用 6台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和方位进行联

机拍摄。北海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将派出技术力量参与这次直播。目前，各方面

的直播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这位负责人和他率领的先遣小组近日观看了开幕式的文艺晚会《情系北海》

歌舞节目的彩排。他对记者说，整个晚会气氛热烈、结构紧凑，有较浓的乡土气

息。

当记者看到直播的先遣小组工作人员在绘制现场拍摄平面图及时间安排表

时，负责人指着图表说，现场直播从 29日晚上 8时 10 分正式开始，共播出 110

分钟，并通过亚洲二号卫星向亚太 38个国家、地区以及国内以北京为首的 70个

城市，进行现场实况直播。北海电视台、有线台也在全市范围内同时播出现场实

况。这位负责人还说，随着北海知名度在国内外的不断提高，这次直播将会给电

视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还表示，要与晚会的编导、舞美、灯光、音响等各方

人员通力合作，把直播工作搞好，不辜负北海人民及广大电视观众对他们的期望。

（赵云信）



南海情韵 滨城特色

珍珠节开幕式场馆布置就绪

距珍珠节开幕只有 10 多个小时了，作为珍珠节开幕式主会场的北海体育馆

各项准备工作如何呢？上午 8 时，记者赶到体育馆作了现场采访。

刚一走近体育馆地段，立刻就被那浓浓的喜庆气氛所包围。巨型门饰“双龙

戏珠”早早就恭候在大门口，体育馆就象顶着红盖头的“新娘”，七彩小旗织就

了“她”飘飞的裙裾，上万盆姹紫嫣红的鲜花散落裙间，红白链饰做成“她”的

盖头。悄悄撩开“盖头”的一角，进入主会场内，260 多平方米的层次大舞台就

呈现在眼前，舞台背景上，“情系北海”四字吸引着人的目光，下方碧波万顷的

大海吹来片片风帆，上方镶嵌珍珠节节徽，远远矗立的是火车站、皇都大酒店等

标志建筑，4 根蟠龙顶珠柱子分立舞台两厢，舞台正上方，五光十色的灯光将舞

台映得流光溢彩。会场内悬挂着七色彩带，其间所挂的一只只直径为 1米的白色

气球就象彩色浪花中涌出的一颗颗珍珠。会场两侧的长幅上显现着海底龙宫景

象。整个会场透出了浓浓的海派情韵。舞台正对面是主席台和嘉宾席，红色的地

毯和素雅的座椅洋溢着热情和友好的气氛。届时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将与北海人

民共度这节日之夜。

到记者发稿时止，在主会场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在作最后冲刺，铺红地毯、摆

花坛、充气球、喷花草，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据了解，主会场的布置工作在

上午全部结束。

（陈瑾）



北海首届金盘足协杯足球赛鸣哨

昨天下午 3点，装点一新的市体育场内彩旗招展、气球飘扬，’97北海首届

金盘足协杯足球赛开幕式隆重举行。

北海市副市长陈小琴宣布足协赛开幕，伴着昂扬的的进行曲，由 6名威武雄

壮的武警战士手牵国旗组成的国旗队，步伐齐整地通过主席台；由海城区 10 小

160 名学生组成的小足球队方阵和鼓号队紧随其后，一条写着“足球从娃娃抓起”

几个大字的大红’横幅在前面开路，体现了祖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的大好形势，象征着和平的数百只鸽子争先飞向蓝天。

本次足协杯赛事共有 11 支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足球劲旅参赛，他们代表了

目前我市足球运动的最高水平，此次大赛将为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增光添彩。

国家体委足球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足协副秘书长韩重德偕夫人应邀出席开

幕式，市体委主任张生杰在开幕式讲话中代表市政府、全市人民感谢中国足协、

特别是韩重德副秘书长对北海足球事业的长期大力支持，他说中国足协已初步决

定将’98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安排在北海举行（预计有 12支队伍参赛，初步定

于明年春节后）。开幕式结束后第一场比赛：地角队与侨港队苦战 90分钟以 1比

1握手言和。

（马斌 靳歌）



展北海风情 现南珠光彩

《情系北海》文艺晚会今晚登场

今晚 8 时 10 分，在花团锦簇的市体育馆内，一台以展现南珠风采为主题，

充满浓郁的亚热带滨海风情的晚会——《情系北海》文艺晚会，将在第三届北海

国际珍珠节开幕式上掀开“红盖头”，与远道而来的贵宾和北海市民见面。

《情系北海》文艺晚会由海政歌舞团的马金星等 4 名专家担任导演，共演出

14个节目，约 90分钟。参加演出的 800 多名演员中，除唐佩珠、蔡国庆、刘斌、

李丹阳等国内著名歌唱演员外，其余多是北海本地的专业和业余演员。晚会以歌

唱北海、歌唱南珠为主题，气氛热烈、结构简洁、高潮迭起，海味浓郁。

晚会以歌舞《欢腾的北海》开场。一片幽暗之中，只听得涛声阵阵，舞台上

海浪起伏。忽然，百灯齐亮，锣鼓喧天，两条巨龙从海中一跃而起，群狮起舞，

珠女遍跹，一群天真活泼的幼童向欢乐的人群中抛出无数珍珠……构思的巧妙，

灯光的变幻、热烈的气氛，使节目格外富于艺术感染力，并为晚会奠定欢乐、高

昂的基调。

由市一幼和机关幼儿园的 60 名幼儿表演的舞蹈《大海的祝福》描述了一个

美丽的童话：北海举办“珍珠节”的喜讯传到了海底龙宫，宫中一片欢腾，虾兵

蟹将、珍珠姑娘、小海龟、小海星纷纷出海来，为“珍珠节”献上了大大小小的

珍珠。孩子们稚朴活泼的表演，将让人喜不自禁。

而由市歌舞团 20 名男演员表演的舞蹈《北部湾渔工》则讴歌了北部湾渔民

劳、智慧勇敢、顽强的感人形象。演员们在惨淡的灯光、撼人的音响中勾画出了

一幅海上风暴图。

广西著名歌唱家唐佩珠带来的是她的代表作《赶圩归来啊哩哩》，北京武警

文工团的王庆君将演唱优美抒情的《珍珠的故乡》，此外，煤矿文工团的马秋华

的《乳香飘》、北海市民熟悉的蔡国庆的《心光》、解放军二炮文工团的李丹阳的



《北海银滩》和著名演员张也的《走向新时代》，将以不同的风格奉献给参加晚

会的中外嘉宾。海政歌舞团刘斌的独唱《腾飞吧，北海》将在欢快、热烈、高昂

的气氛中，将晚会推向高潮，使晚会圆满结束。

这台晚会，是 800 多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排练期间，总导演、海政歌舞团

词作家马金星眼部严重发炎，一边打着点滴，一边全身心投入工作；市歌舞团演

员为了这台晚会，牺牲了一台舞剧；还有市粤剧团、市工商局、北海师范、一职

高、二职高、市一幼、机关幼儿园等单位的演员、干部、教师、学生们，个个昼

夜苦练，汗洒舞台，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的表演便基本达到了导演的要求。

因为这台晚会是他们代表北海人民献给“珍珠节”的一份厚礼。

(黄闯)

南珠美名播香江

《中国南珠发展招商导览》在港出版

由亚太传播中心和雅图（香港）有限公司联合编辑的《中国南珠发展招商导

览》一书，最近在香港出版发行。

《中国南珠发展招商导览》一书由世界珍珠协会主席何乃华作序，我市市长

岑鸿平担任编委主任。全书分为优惠政策、史话传说、发展战略、南珠论坛、企

业简介与招商名录等 5 个部分。该书是目前北海第一本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南

珠历史、现状与发展的书籍，将对南珠的对外宣传及招商引资起到积极的作用。

据悉，该书已被香港及英国皇家图书馆收藏。

（晓京）



房地产暨城市建设成就展露脸后

宾客称赞有加 游人络绎不绝

本届珍珠节重要内容之一的房地产展示暨城市建设成就展10月 29日起在北

部湾广场展馆内展出。当日前往参观的观众就达 5000 人之多。由于观展人员太

多，主办单位曾一度中断卖票，以缓解展厅拥挤状况。

为全方位向海内外宾客展示我市城市建设成就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由市

政府主办、规划局承办的这次展览，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公建设施、住宅建设、

园林建设、旅游景点、村镇建设等共 80余幅建筑摄影作品。

在展览开幕式上，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金仁寿对我市的城市建设作了高

度评价。他说，作为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北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尤其在党的十四大以来，在中央、自治区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我市的城市建设突

飞猛进，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一个初步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框架已经形成，一座美

丽的亚热带滨海花园城市正在崛起。

副市长陈听正也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区建设厅、市军分区领导及市建设系统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展览。

（传永）



挥洒丹青寄热忱

9 月 10 日《北海晚报》头版报道了“画家洪普松向珍珠节赠画”的消息后，

我有幸拜读了这幅作品——《珍珠姑娘》，并拜访了洪普松先生。

谈到这幅画的创作，洪先生说起了起因：“今年来北海看在这工作的儿子儿

媳，听他们讲今年又要举办国际珍珠节，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珍珠的生产养殖

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还有合浦珠还的传说。我觉得珍珠是一个很好的表

现题材。”

洪先生这幅作品，构思平实但表现奇异深远，构图简洁但画面丰富生动。通

过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久居海底的珍珠姑娘喜闻又要举办国际珍珠节而欣然出

海，以明珠献礼珍珠节，展现南珠的夺目光彩。画面上的海底，浪漫旖丽充满活

力，珍珠姑娘手持明珠，推开蚌扇，翩然而出，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甘于奉献的

艺术感染力。

洪先生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对纸张做肌理处理后形成的抽象纹理，作出具象

与抽象的结合，去表达主题。

中国画的创新，一个难题就是怎样将新旧技法结合在一起而不互相排斥。洪

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把地域特色、时代精神和个人感受及其个人风

格等要素，在作品中处理得充分而和谐，很是值得称道。

（晓虹）



巨款助学 赤子情深

郭琳广先生向银海区端田小学捐款 40 万元

第三届北海国际珍珠节隆重开幕的喜庆日子，对银海区端田村人具有特殊意

义：昨日午，香港郭叶律师行的郭琳广先生慷慨解囊，为端田小学捐赠 40 万元

巨款，支持我市教育事业。

创立于 1952 年的端田小学，是银海区唯一一所没有楼房的学校，学校基础

设施较差，现有 13个教学班，456 名学生。多年来，端田人一直盼望拥有一所设

备较好的教学楼，让孩子们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但由于经济的困窘，这个愿

望一直无法实现。郭琳广先生在曾为北海中学设立“王荃教育基金”的刘鸿书先

生的引荐下，了解到这里的实际困难，决定捐资 40 万元，支持端田小学改善办

学条件。

副市长陈小琴出席了捐款仪式。她说：郭琳广先生的义举，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手足之情，郭先生的拳拳爱心，端

田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同时陈小琴代表市政府，向一直关心支持我市的经济发

展和教育事业的刘鸿书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