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多人同时织黎锦
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东方

本报椰林3月29日电（记者林
晓君 实习生苏庆之 通讯员黄艳艳
符宗瀚）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庆祝

“三月三”乡村游主题活动在陵水文
罗镇坡村、本号镇大里区开幕。民族
歌舞表演、黎锦服饰模特走秀等活动
精彩纷呈，引起现场阵阵欢呼。

坡村活动现场，由歌舞表演、八
音表演、特色产品发布会、模特现场

展示黎锦服饰和黎锦饰品、竹竿舞狂
欢等多种精彩活动，为现场观众奉上
了一场少数民族韵味浓郁的表演。

身着黎族服饰的陵水歌舞团年
轻演员杨柳伴随着欢快的歌声与清
脆的竹竿敲击声翩翩起舞，观众受到
感染也加入其中，坡村黎乐堂前顿时
成了歌舞的海洋。

人群中，一位年过八旬的阿婆格

外引人注意：她一边手撑着遮阳伞，
一边模仿着舞台上演员的动作。阿
婆告诉记者，她是附近村庄的居民，
听说今天有表演，在表演开始前一小
时她就从家里出门“赶场”了。

来自北京的“候鸟”曹康明第一
次参加“三月三”活动，感觉非常的新
奇有趣：“许多活动都让我大开眼
界”。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旅游是今
年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月三”活动
最大的亮点。游客不仅能够在展
位购买当地贫困户的土特产品，还
能体验乡村旅游扶贫的发展成果。

今晚，陵水黎族自治县还举办了
2017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节庆活动陵水分会场开幕式暨
主题文艺晚会。

乡村游主题活动赢得欢呼喝彩
民族歌舞表演、模特走秀等活动令人大开眼界

本报八所3月29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符才丽）昨天下午，来自
东方市各民族乡镇的1200多名织锦
人汇聚在“三月三”文化生态公园，共
同参加织黎锦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活动，拉开了第四届海南东方黄花梨
文化节暨2017年东方市黎族苗族传
统节日“三月三”活动的序幕。

今天下午，经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国首位女认证官吴晓红现场认证，
326名织锦人中有322个人按要求完
成挑战，东方市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
录“最多人同时织布”荣誉称号。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简称黎
锦技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黎
锦光辉艳若云”是古人对黎族织锦工

艺发出的由衷赞美。2005年，黎锦技
艺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方黎锦技艺产于东方市黎族
聚居区，织锦人经过纺、织、染、绣四
大工艺，制成各类特色生活饰物，让

奇花异草闻风飘摇，让飞禽走兽灵现
眼前，再配搭上云母片、贝壳片、银
片、琉璃珠等饰物，熠熠生辉地向世
人展现黎族特色生活与丰富的民族
风俗文化。

据了解，目前东方市共有26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国家
级2个，市级24个。

陵水中线高速

枫木至乌石路段
临时开放4天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张璐）记者今天从交
通工程建设局了解到，万宁至洋浦
高速公路岭门枢纽互通处交通管制
路段（中线高速公路枫木至乌石互
通路段交通）于3月29日至4月1
日临时开放4天，为汇聚到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参加“三月三”活动的
省内外游客保证交通安全畅行。

民族文化论坛晚会
精彩纷呈

本报三亚3月29日电 （记者
袁宇）为庆祝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
日“三月三”，三亚市昨天举办“三月
三”民族文化论坛文艺晚会，晚会除
为市民游客上演丰富多彩、充满黎
苗文化风情的歌舞表演外，还穿插
中俄双语合唱的歌曲。

三亚

关注“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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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书记员招聘
思源教育定向为某法院培训庭

审书记员10名，学员用亚伟速录机
听打 200字/分钟，推荐到法院做庭
审书记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或应
届毕业生）男女不限，欢迎免费试学
电话：13807679005韩老师 地址：龙昆北路38
号，华银大厦6楼（西门）海南思源职业培训学校

本报营根3月29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欢欢）今天，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主会场活动正式启
幕，推出为期4天的海南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展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海南民族特色商品及美食一条
街活动。

据了解，3月30日，“三月三”开
幕式暨主题晚会和万人竹竿舞广

场大联欢等多项活动也将与大家
“如期而见”。此外，琼中还推出了
为期一个月的“三月三”黎苗文化
旅游节活动，一系列少数民族趣味
体验活动轮番上阵，热度不减，狂
欢不止。

“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比过春
节还热闹。”68岁的陈文远告诉记
者，“三月三”是琼中百姓心中最重要
的节日，黎族苗族同胞纷纷穿上少数

民族传统服装，佩戴上民族风情挂
饰，怀揣着最美好的祝福，载歌载舞，
欢庆佳节。

今年，以“浪漫三月·黎苗同庆·
情定琼中”为主题的“三月三”琼中主
会场活动丰富多彩，从3月30日起，
琼中还将陆续举行海南黎族苗族服
饰走秀、黎族文化论坛、黎学丛书发
行仪式及黎族苗族民歌对唱比赛等
各式活动。

4月1日，琼中还将在红毛镇合
老村策划一场“山盟海誓，情定合老”
传统婚俗庆典活动，召集100对情侣
和夫妻在此体验黎族苗族民俗婚庆
仪式。另外，活动主办方还为报名参
加的单身青年精心安排了一场“遇见
爱情”的相亲大会。

傍晚时分，走进琼中三月三广
场，大力神图案的柱子巍然林立，舞
台上的LED显示屏不断变换民族元

素背景图案……各式装扮让三月三
广场焕然一新。

“明晚，将有500名演员参与主
题晚会，整场晚会由‘三月恋歌’

‘小康路上’‘幸福家园’三个篇章
及开场歌舞‘盛世琼中’、尾声大型
歌舞‘情定琼中’组成。”主题晚会
总导演蒙麓光介绍，浓郁的民族气
息和原生态的艺术形式是整场晚
会最大的特色。

海南“三月三”主会场活动昨启幕
推出展览、美食街、大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省开展见义勇为
先进评选表彰活动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金昌波）为大
力宣传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营造全
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
围，记者今天从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获悉，省综治
办、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等
单位决定于今年3月至9月开展省第十三届见
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群体）评选表彰活动。

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原则上授予“全省
见义勇为英雄（英雄群体）”荣誉称号10名，被
评为见义勇为英雄个人（英雄群体）奖励8万
元；评选出“全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先进群
体）”荣誉称号20名，奖励5万元。其中，牺牲
的或被评为二级以上伤残的还将追加15万元
奖励金。

按照相关要求，5月1日前，各市、县级评选
表彰工作委员会将从2015年5月1日至2017
年3月31日期间我省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人
员中审核、筛选出推荐对象。

关注海口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计
思佳）27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美舍
河长堤路生态示范段，看到红色的三
角梅开得热烈奔放，翠绿的棕竹郁郁
葱葱，刚种下的红树林长势正好，两
岸全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另外，
新铺设的自行车道采用生态透水混
凝土材质，能透气、“喝水”。

对美舍河而言，首要的生态修复
举措，就是破除河道“三面光”。现
场，记者发现原来美舍河长堤路段两
岸的硬质护坡全部被破除，整个河岸
都往后移。腾出的空间修建了亲水
栈道，新修的河堤是由棕褐色的火山
石垒成，石缝里已经种满了肾蕨。

“肾蕨有生态净化作用，被誉为

‘土壤清洁工’。另外，它们生命力顽
强，在石缝中就能生长。长大以后可以
爬满整个护坡，到时候市民就能看到美
舍河两岸全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
桑德集团绿化种植部技术人员说。

往前走300米，百余株嫩绿的红
树林苗已栽种在河道两侧。红树林
东寨港自然保护区林业高级工程师
钟才荣说，经前期调查，美舍河长堤
路入海口段、白龙段、国兴段水体盐
度为千分之七至千分之十。涨潮时，

河水可淹及亲水栈道旁边的种植带，
具备种植红树林的条件。目前，拥有
内河红树林景观的城市在国内十分
罕见，随着海口第一批城市红树林的
种植，海口成为我省继三亚市外第二
个在内河种植红树林的城市。

红树林具有怎样的功能？钟才
荣介绍，红树林四季常绿，能够提升
周边景观。更为重要的是，红树林是
天然的净化器，具有净化大气、水体、
土壤的功效。

在西岸尽头，自行车道已基本完
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针对海口亚
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的特点，
自行车道的修建采用“海绵”城市理
念，材料为生态透水混凝土，具有透
水、散热的功能，能使雨水迅速渗入地
下，同时收集为周边植被提供水分。

记者同时了解到，24日长堤路示
范段亲水栈道已经试水，效果良好。
待该示范段完工后，市民就能来此体
验和水亲密接触的惬意了。

海口美舍河长堤路示范段加速推进

生态修复展清颜 自行车道能“喝水”

31日我省将出现一次
强对流天气过程
市民需留意防范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日从省气象台了解
到，目前，有一股冷空气正自北向南影响我国，
预计明天将到达华南沿海地区。受冷暖空气交
汇影响，31日白天到夜间，我省将出现一次强
对流天气过程。

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和海南岛西部海面
将有8～10级短时雷雨大风；海南岛西部、北部
和中部陆地将有强雷暴，并伴有8级以上雷雨
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部门提醒，强对流天气是突发性灾
害性天气，其生消迅速，影响范围小，危害大。
请相关部门加强对近海作业渔船的管理，避免
强对流天气出现时有渔船在近海作业；陆地上
需注意防御雷电、雷雨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危害。

海南检验检疫局启动专项行动

非法携带、邮寄
植物种子种苗进境
情节严重将获刑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李娜 杨巽）按照质检总局统一部署，以“美丽
中国，绿蕾护航”为主题，2017年“绿蕾3”专项
行动，日前正式在全省7个一类开放口岸开展
为期9个月的打击非法携带、邮寄植物种子种
苗进境的违法行为，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南检验
检疫局获悉的。

据了解，“绿蕾 3”专项行动有四方面的
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重点国家（地区）、人员违
法风险分析，持续完善“检疫官-X光机/CT
机-检疫犬”综合查验体系；二是加强与口岸
联检单位执法互助、信息互通；三是常态化开
展国门生物安全“进校园、进社区、进机舱、进
邮轮、进手机”等活动；四是查办重大典型案
件，加强与刑事司法联动，依法依规开展行政
处罚或追究当事人相应刑事责任，保持对违
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海口市景观照明专项
规划》通过专家评审
未来3年海口将按“两带、两轴、八区、
多节点”进行景观照明设计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
从海口市规划局获悉，近日，《海口市景观照明
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目前正
向社会公示。根据《规划》，海口未来3年将按
照“两带、两轴、八区、多节点”景观照明架构体
系对城市进行景观照明设计。

本次规划的建设目标分为近远两期，近期
目标为，2017年进一步完善海口市夜间特色形
象，初步形成景观照明体系，改善市民夜间生
活。远期目标为，到2020年，补充建设景观架
构当中剩余载体，进一步完善城市开放空间、商
业区、新建地标等的景观照明，塑造具有多重特
色的海口市夜间形象，形成完整的景观照明体
系，达到增强城市活力、改善民生、拉动旅游业
发展的目的。

规划内容上，主要包括景观照明区划、景观
照明架构、夜间活动与旅游规划、环境保护与节
约能源、规划促进与保障、分期建设与整个规划
等内容。

琼中

3月28日，苗胞载歌载舞喜迎“三月三”。当日，琼海市著名苗乡会山镇的苗胞举行歌舞表演等活动，喜迎传统“三月三”节日。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3月29日，游客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三月三”特色商品美食展上，
尽情品尝美食。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王伟 摄

3月28日，三亚举行黎锦技艺
竞赛。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