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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贡 实习生 李梦瑶
通讯员 朱德权 王丽娟

核心提示

2007 年，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举办建省后

的首次大规模“三月三”

活动，至今整整十年。

说“三月三”是每年琼中

最盛大的日子，毫不为

过。全县人民齐心协力

办节，为节日营造了氛

围。

为什么琼中“三月

三”全民狂欢的现场足

以震撼每一位参观者，

那种发自百姓内心的热

情足以感染每一位游

客？只有回顾十年历

程，才能找出成功背后

的秘密。

“三月三”盛况
县城人山人海
观众漫山遍野
夜晚一床难求

每年过完农历三月初一，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会出现一种特
别现象——全县10个乡镇、571个
自然村，包括13万黎族苗族同胞，
超过80%的男女老少穿戴打扮后，
把各自家大门一锁，一齐涌向县城
营根镇。而营根镇从初二下午开
始，人山人海，初三更是水泄不通。

“比过年热闹多了。”自小生
活在琼中县城的黄国东说，过年
期间县城往往冷清，因为大家都
回乡下的老家。但乡村过年虽热
闹，毕竟限于走亲戚串门，与“三
月三”的盛况有天壤之别。

那是怎样的盛况呢？
以苗族同胞盘志强家为例，他

家在县城，每年“三月三”期间在家
备好三色饭、三色粽子、肉茶、酸
笋、山兰酒等苗族美食，接待他和
妻子两边家乡村子里的亲朋几十
号人。最多时，一顿饭开十桌，还
是流水席。吃的都是海南苗族特
色美食。

乡亲们吃完饭就开始逛县
城。四处走走，看各个舞台上的演
出，在广场上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一起跳竹竿舞；美食街或特产展人
来人往热闹非常；夜晚灯火点亮
后，营根别提有多美了，就算从街
头摩肩接踵蹭到街尾，乡亲们也很
满足。

当主题晚会开演时，琼中“三
月三”广场周边漫山遍野都是观
众。“没数清楚过，至少好几万人”，
琼中旅游委主任邓开扬说，十年
了，年年如此。

那么多人，住在哪里？黄国东
说，“一床难求”，好在天气已经转
暖，县城亲朋家借宿，开地铺；学校
教室桌椅板凳当床，公园里所有长
椅当床；或者，邀上一桌，喝一晚
酒，边喝边唱到天明。

“老百姓发自心底热爱这个
节，参与这个节，使这个节有了旺
盛的生命力。”县文体局局长龙朝
雄认为，一直以来，“三月三”在琼
中就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
近十年尤其在民间体育竞技、民
族歌舞表演等方面，已经形成全
依靠百姓的局面。

“政府只需稍加引导，把会场
安排好，把活动程序安排好，老百
姓就‘自己嗨’起来了！”龙朝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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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舞出和谐

4月6日下午，上安乡上安村牙云村
小组文艺队在镇里的乡村大舞台上排演
了一场《定亲歌》。队长介绍，队员共24
人，最大的已经 51 岁，最小的也有 32
岁。其中还有好几对夫妻。据说夫妻一
同表演特别增进感情，平时有什么别扭，
跳着跳着就化解了。

白天里，琼中各乡镇村庄的人们干农
活，忙家务。一到晚上，纷纷集中到乡村舞
台，看的看，跳的跳。县文化馆馆长何丕杰
总结，但凡创建了文艺队的乡村，群众以文
体活动为中心，晚上鲜有麻将等娱乐，村民
之间矛盾较少，村民身心健康。乡村大舞
台成了一个融洽邻里关系的好途径，通过
舞台活动，老百姓互相交流信息，精神需求
得到满足，邻里关系和谐团结。

艺术升华生活

什运乡光一、光二黎族文化示范村文
艺队，此次排演的节目叫《勺子舞》。演员
们大都是村里的农妇。据说，《勺子舞》里
的道具，都是椰子制成，椰子天生的三个
眼刚好用来绑勺子柄。

事实上，民族艺术家们将劳动积累的
素材编排成原生态歌舞，几乎所有舞蹈道
具都来自生活。椰子树、槟榔树、芭蕉树、
花草藤蔓、玉米秆等作物，一捆捆搬上了

舞台，背篓、草帽，甚至锅碗瓢盆拿在手
上、背在身上。

槟榔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高兴起
来，也要为槟榔写一首歌，用槟榔花芯的

“专注”来表达深深的情义。

宣传政策好平台

某村通了公路，安装了路灯，农民买
了保险，这些乡村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被琼
中的民间艺术家编进了“三月三”或乡村
大舞台的歌曲里。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文化站
站长吴坤龙发现，乡村大舞台是一个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的好平台，增强了基层党
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密切干群
关系，为构建和谐新农村起到了积极作
用；乡村大舞台还能创意推进乡村精神文
明建设。

当群众都在齐心打造乡村大舞台，必
然对农村社会发展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很显然，琼中‘三月三’办节的这些年，农
村中的各种不良现象减少了，村民打架斗
殴等社会治安案件急剧减少，社会风气明
显好转。基层工作推进更加顺利。”林美
表示。

随着乡村大舞台基层公共文化示范
项目的深入开展，乡镇村容村貌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既扮靓了乡村文化休闲，舞动
了文明新风采，还为引导广大农民崇尚文

明乡风、凝聚道德力量、提升综合素质、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保护文化遗产

如今，琼中全县共有黎族苗族歌舞队
126支、体育健身队240支，命名了60支
农民文化示范村文艺队。为加大黎族苗
族文化传承力度，民歌民舞民服“三进校
园”已纳入小学、中学教育课程，同时每年
举办培训班，在什运乡与省民族技工学校
合办“黎锦技艺培训班”，在什运乡、红毛
镇等乡镇积极筹建黎锦、苗绣、器乐等民
族技艺传习所和培训基地，开展黎族苗族
传唱及舞蹈创作培训班，鼓励民间创作和
民间传唱，活跃黎族苗族文化氛围，培养
黎族苗族文化传承人，促进农村就业。

2012年，上安乡获得“全国民间艺术
之乡”称号。琼中命名了10佳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和8处文物遗产保护单位
示范点，确认了10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99人及93处不可移动历史文物点，申报
成功10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王妚大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
予“杰出民间艺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的传承人。

“‘三月三’促进的农民文化示范村文
艺队、黎族苗族文艺舞蹈队以及乡村健身
队，传承和发扬了黎族、苗族民歌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何丕杰认为。

全民的狂欢节，能否一直延续下
去？如今屯琼高速畅通无阻，未来琼乐
高速、万洋高速也将陆续建成，琼中作
为海南中心枢纽作用凸显，无疑这个美
丽幽静的小县城也会越来越开放。琼
中人民需要什么？琼中“三月三”还需
要什么？

又到了苗族歌手李妹娇登台献艺的
节日，李妹娇一边刷朋友圈，一边感慨，
现在的民俗风俗传统丢失了许多。儿时
的李妹娇最盼望过“三月三”，当日早上
醒来，正要大口吃三色饭解馋，奶奶会告
诫：老人吃黑色，男孩吃黄色，女孩吃红
色，可别吃错了。看到现在人们毫不讲
究地吃三色饭，奶奶恪守传统的画面就
会浮现在李妹娇眼前。

“我们琼中‘三月三’调动全民积极
性，民族文化得到全县域的发扬，但只是
做到了‘广’，‘专’还不够。”龙朝雄介绍，
琼中有黎族、苗族、壮族、汉族等，有时
候，一支竹竿舞，好几个民族一起跳，其
乐融融。湾岭镇一带汉族较多，但大家
都积极参与“三月三”的各项活动。这些
都说明民族文化已经走向了交融。龙朝
雄认为，那些最纯粹、最原始的民族特
质，只能通过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留，琼
中除了建成的县级博物馆，已增加了4
间乡村博物室。

“我们无法阻挡文化最初的特质逐
渐消亡，那么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在哪
里？”正在研究该课题的海南省民族协会
副会长王建成建议，可以通过旅游来讲
述和追忆最初的文化特质。如旅游项目
中，安排游客体验纯正的“三月三”习俗，
一边吃三色饭，一边听从习俗讲解等。

对于如何解决“三月三”营根镇上
压力繁重的食宿问题，邓开扬认为，应
该加快发展县城周边的全域旅游，增强
接待能力。当周边村庄的民宿带动起
来时，不仅可以满足游客的需求，还能
在“三月三”促进本县村民本地旅游。
此外，今年“三月三”，琼中特别设立了
什运、上安、红毛、长征分会场以分流
人流。从3月26日至4月21日，分别
在什运乡（番道村）、上安乡政府广场、
红毛镇（什寒村）、云湖休闲农庄，组织
黎族苗族传统文化、民间体育、黎族苗
族民歌展演、土特产品展销等活动。

“三月三”如何越办越好？琼中各职
能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广开思路，好好珍
惜这个全县人民寄予厚望的品牌。

（本报营根4月7日电）

十年走过三个阶段，琼中“三月三”盛况年年，形成良好的效应和独特品牌价值

全民狂欢“三月三”，是如何“嗨”起来的？

十年走过三个阶段 | 政府发动群众，群众推动政府，政府拓宽内涵B |

“三月三”效应 | 融洽邻里关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传承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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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建‘三月三’广场之后，就
开始年年过节热闹非凡。”如今住在
营根镇上的吉英良回忆。作为黎族
人，吉英良小时候的“三月三”就在
村子里或镇上过。1999年“自治县
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
重”写入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
治条例》，“三月三”有了许多节目。

2007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举办建省后的首次大规模“三月三”
活动。

“这是海南100多万黎族、苗族
同胞的一大喜事。一定要把节庆活
动办得隆重热烈，富有民族特色和
时代气息。”龙朝雄回忆当时的情
况。不过，因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
才能做到隆重热烈，但应该有个能
容纳数万人的场地。

“‘三月三’广场在那时就是一个
大鱼塘。”县旅游委办公室刚好搬到
了今天“三月三”广场边上，邓开扬往
窗外一指，“2006年底筹划，到‘三月
三’广场完工，100天。”“和谐琼中、
与民同乐”的主题打了出来，办节的
指导思想是“通过全省互动、社会各
界参与，把‘三月三’办成文化‘三月
三’、歌舞‘三月三’、民俗‘三月三’和
欢乐‘三月三’。让黎族、苗族人民体
会到党的温暖，激发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热情，促进海南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

“回过头来看，琼中十年都没有
偏离这个指导思想。”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林美认为。

2007年“三月三”活动省里没
有资金支持，县里多方筹措资金。
除了文艺演出，还有民族歌舞展演、
民俗展示、通宵电影等。总之，这个
节日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办了下来。
2008年，海南省黎族苗族“三月三”
节由省政府主办，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承办，主会场设在琼中。资金
支持更多，将节庆活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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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后，琼中不再被指定
为主会场，以后的节日怎么办？

“如果说，头两年是原生态的黎
族苗族歌舞，从第三年开始，县委县
政府决定向更广泛的民间渗透对民
族文化的重视。”县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主任王家荣表示。

2009年的“三月三”，琼中专门
安排了黎族民歌擂台赛、苗族民歌
赛。“黎族、苗族民歌在琼中传唱较
为普及，特别是黎族民歌，曲调多
种，旋律优美。通过擂台赛等方式，
决出琼中的黎族民歌擂主，让更多
的人了解和喜爱黎族、苗族民歌。”
龙朝雄谈到办赛初衷。

这个活动的承办（责任）单位虽
是县文体局，但参赛单位涵盖了全
县10个乡镇。当年还有其他琼中
表演队上台。擂台赛和农民表演队
上台，为民族艺术在民间的生长注
入了活力。

当年节日过后，以村为单元组
歌舞队的形式迅速推广，文艺队员
都是黎族、苗族同胞，农忙时劳动，
农闲时集中编排歌舞。2009年琼
中首批创建了12个这样的民族文
化示范村。

有了文艺队伍就要有舞台。琼
中五分之一的自然村建起了乡村大
舞台。目前全县乡村大舞台近120
座，2013年琼中乡村大舞台项目还
被国家文化部列入国家级基层公共
文化示范项目。至今已经颁发“农
民文化示范村文艺队”牌子的有60
支，已建队伍没颁牌的村庄超过百
个。黎族歌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的传承人、省级黎族民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脱颖而出。

龙朝雄说，从2009年开始，每
年年底再来一场全县黎族苗族文化
示范村文艺汇演，而这场汇演又结
合了当年的元旦晚会，并为次年“三
月三”节目进行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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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体而
言，‘三月三’前8年都是琼中人民
自己乐，周边市县居民略有参与。
到2015年，才首次提出‘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促进旅游和文化的融合
发展。”邓开扬表示，此时，琼中已经
有了“奔格内”“什寒”“富美乡村”等
一系列旅游品牌，“三月三”如此全
民狂欢的嘉年华氛围，为旅游增添
了元素。

2015年琼中“三月三”，在“天
上什寒”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拉开帷
幕；2016年“三月三”新闻发布会，
在湾岭镇竹廊村的桑田里进行，各
地嘉宾随即投入到桑葚采摘中。后
者除了旅游，又增加了农业产业的
元素。

邓开扬更愿意把这两年看成是
“三月三”的变革阶段。因为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窗口，文
化和旅游到了必须牵手的时候。

“以前黎族苗族‘三月三’影响
范围主要在琼岛中、南部。”邓开扬
分析。海屯高速、屯琼高速先后建
成通车，省会海口到达琼中高速路
上只需行驶一个小时，既然琼中已
经融入省会一小时经济圈，为何不
将“三月三”扩大影响到琼北地区？

除了交通带来自驾游客的飞速
增长，琼中旅游接待能力也直线上
升，到 2015 年，整个县城能提供
2700个床位，一批商务酒店开张运
营，大型旅游集团纷纷进驻琼中。

“我们现在正通过将百花岭生
态休闲游、‘奔格内’乡村旅游、黎母
山文化园精品旅游融入黎族苗族文
化元素，并不断完善文化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琼中文化旅游品
质。结合传统节日‘三月三’，举办
文化旅游节活动，着力让文化与旅
游在大型节庆中多元共生，形成文
化品牌。用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大
量游客。”邓开扬表示。

如何用好
“三月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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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排中的苗族演员。

彩排也精彩，用手机拍下来。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朱德权 摄

琼中“奔格内”吉祥物也出现在彩
排现场。

通过旅游来讲述和追
忆最初的文化特质。加快
发展县城周边的全域旅游，
增强接待能力

琼中

体育健身队
240支

黎族苗族歌舞队
共有 126支

命名了60支
农民文化示范村

文艺队

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