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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基础好，参与度广

对于许多来海南的游客来说，总
有这样一段记忆：在各大景区里总会
被热情的舞者拉去跳一段竹竿舞，在
手忙脚乱中感受属于海岛的激情与欢
乐。而本届竹竿舞邀请赛，让许多观
众看到了更令人惊艳的竹竿舞。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从复赛到决

赛，本届竹竿舞邀请赛共吸引了28
支队伍，逾600人参赛，有来自全省
各市县的专业舞蹈队伍，也有来自省
内各高校的舞蹈艺术团，成为一个专
业性高、参与度广、创新性强的赛事。
在复赛中，各参赛队伍的作品不仅在
内容上新颖丰富，在形式和道具上也
都做了创新，融入了许多现代艺术元
素。一根根竹竿在各舞团的精心编排
下，玩出了数十种花样，在音乐的伴奏

下，竹竿敲打时急时缓，时高时低，舞
者成对过竿、多人连排环圈过竿等节
目形式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甚至还
有舞者手脚贴地急速过竿，观众们看
得十分过瘾。

民间自发组织的队伍也成为本次
比赛的一大亮点，琼海红娘子代表队、
三亚海之蓝舞蹈队等平均年龄高达
50岁的参赛队伍，也用他们的活力打
动了观众，赢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专业赛事引来国外舞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口市晴伊舞
团将传统海南元素与竹竿舞有机结
合，通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向大众展示
了山兰酒酿造及黎锦制作的场景。陵
水黎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表演的《竹
舞庆丰收》再现了黎族人民农间丰收
的欢腾景象，彰显了民族文化的丰富
内涵。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
团的《打柴舞》还原了黎族传统竹竿
舞，令人目不转睛。全部舞者都来自
苗乡的澄迈醉美苗乡舞队，身着原汁
原味的苗乡婚礼服饰惊艳现场，一声
声“哄嘿”“哄嘿”响彻现场。

极具震撼力的舞蹈节拍，充满创
意的舞蹈动作，忘情演绎的舞台感染
力，将传统的竹竿舞以艺术的表现形
式，呈现在观众朋友们的面前，让大
家感受了传统竹竿舞不一样的精彩，
也领略到黎苗风情十足的魅力。

云南艺术团身着佤族、傣族、景颇
族等民族服饰惊艳现场，带来不一样
的民族风视觉体验。东南亚艺术团的
舞蹈动作则细腻轻缓，地域风情十
足。由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舞蹈
演员组成的艺源舞团将轻快粗犷的康
康舞与传统竹竿舞创意串烧，点燃现
场氛围。

“真没想到竹竿舞可以跳得这么
精彩这么富有感染力，让我们充分感
受到了属于海南的热情和魅力。”前来
观赛的“候鸟”杨秀莲说，希望竹竿舞
比赛继续举办下去，明年她还要和邻
居们一起来看。

海南拥有900多万常住人口，港
澳地区历来是海南人民出境旅游的
首选之地。港澳地区旅游业基础厚、
底子好，海南旅游业发展步子快、后
发优势多。港澳客源市场是海南最
大的境外客源市场，占据海南入境市
场总人次的近五分之一。琼港澳三
地，旅游合作广泛，三地旅游交流也
愈发深入、密切。

此次琼港澳旅游交流活动共吸

引了港澳主要旅行商、香港教育联合
会文化交流中心、香港中小旅行社协
会、香港海南商会、港澳文创和广告公
司、港澳媒体记者等一行约80人赴我
省参加活动，可谓集结了两地旅游业
界的重要力量。“这与我们此前深耕港
澳市场密不可分。”省旅游委国际与港
澳台市场推广处处长王可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我省积极“走出去”促
销，加大了对港澳市场的投入力度，

“一个钟，假给海南”“有一种美好时
光 叫海南”等海南形象广告全面铺
开，5家海南旅游产品展示与咨询中
心也同步在两地运营。得益于一系
列强有力的鼓励政策和不断创新的
推广促销，我省接待港澳游客量实现
快速增长：今年1-9月，海南累计接
待香港游客11.59万人次，同比增长
17.9%；接待澳门游客0.99万人次，
同比增长23.6%，增速明显。

琼港澳旅游交流活动成果丰硕，我省将进一步开拓港澳入境市场

用心用情促三地共享共赢

1- 10 月，我
省累计接待港澳
游客 12.65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9%。

截至2017年
11月底，香港市场
共有香港航空和
国泰港龙航空执
飞海口⇌香港、三
亚⇌香港 2 条直
达航线航班，每周
航班31班。

三大保护区
严禁非法穿越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
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联合发
布公告，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护区开
展非法穿越活动。

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群，也是青藏高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基因库，分布
有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等大型有蹄类野生动
物，在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生态价值。

近年来，部分户外运动探险者在网站论坛公
然发帖，擅自组织、随意进入三大保护区核心区、
缓冲区进行非法穿越活动，严重破坏脆弱的高原
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并且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

据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介绍，
随着冬季来临，三大保护区路面冰冻便于汽车通
过。为防止冬季穿越，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维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障珍稀物种栖息地
不受威胁，三大保护区制定禁止非法穿越的公告，
并建立“联合、联动、联防、联打”机制，严厉查处非
法穿越活动。

公告说，对因非法穿越活动造成保护区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单位或个人，保护区将
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醒，对
因非法穿越活动造成的人身伤亡等事故，责任由
开展非法穿越活动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共话东坡文化
全国18市县东坡遗址遗迹地
眉山结盟

据四川新闻网报道，11月23日，作为第八届
（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的主要活动
之一，东坡遗址遗迹地城市交流会与文旅发展座
谈会在眉山召开。

据悉，此次座谈会在主题定位、嘉宾层次、参
会规模上在国内尚属首次。来自四川眉山、河北
栾城、河南开封、陕西凤翔、浙江杭州、山东诸城、
江苏徐州、浙江湖州、湖北黄冈、江苏宜兴、山东蓬
莱、安徽阜阳、江苏扬州、河北定州、广东惠州、海
南儋州、江苏常州、河南郏县等全国18个苏东坡
遗迹遗址地旅游、文化等部门的代表、国内部分旅
游专家参会。

“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作为
东坡故里的眉山，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
城，有5000年人类文明史、2300年州郡建制史，
这里是苏东坡成长成才的摇篮，是东坡文化的传
播地，是东坡文化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发轫
地。眉山一直致力于用东坡文化助推城市发展，
提升城市品位。

苏东坡生于眉山，长于眉山，19岁首次离开
家乡，足迹遍布整个北宋版图。苏东坡不仅是眉
山的代言人，也是东坡遗迹遗址地的代言人，东坡
文化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此
次，眉山借助东坡故里的影响力，在纪念东坡先生
诞辰980周年之际，成功邀请到了18个苏东坡遗
迹遗址地的领导、代表齐聚眉山，围绕进一步传承
发展东坡文化，促进当代城市发展开展交流。

中俄计划降低
团队旅游免签门槛

据新华社消息，“俄罗斯欢迎中国游客，期待
中国球迷到俄罗斯观看明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俄
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在接受专访时说。
同时，萨福诺夫表示，俄中旅游合作的空间还很
大。双方正计划把团体旅游免签门槛从5人降低
至3人，把团体免签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到21
天。对前往俄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国游客，
俄方现在还提供电子签证服务，简化了签证手续。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重要国家，
旅游合作已经成为中俄战略合作的新亮点。根据
俄方提供的数字，2016年，俄中两国间互访游客
人数达到300多万；今年前9个月有84万中国游
客免签赴俄旅游，比去年同期增长24%。

在俄旅游署“好客俄罗斯”计划下，俄罗斯十
多个地区开展了“友好中国”项目，引导酒店、餐
馆、博物馆、购物中心、机场、火车站等旅游服务及
商业机构适应中国游客需求，发展面向中国游客
的定制服务，包括聘请会中文的服务人员，提供中
餐菜肴、中文菜单，配备中文电视频道、中文航班
信息等。 （李辑）

■ 本报记者 赵优

琼岛与港澳一衣带
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的三地在旅游交流中如
何更上层楼？作为2017
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的重要组
成部分，琼港澳旅游交流
大会于日前圆满落幕。
从活动启幕到实地踩线，
无不体现务实二字，而三
地旅游业界的良性互动
和深入交往，为实现三地
旅游经济共享、共融、共
赢打下良好基础。

据了解，此次琼港澳
旅游交流活动是今年国
家旅游局针对港澳地区
支持举办的年度规模最
大的旅游交流活动，对于
我省加大在港澳市场的
旅游推广力度、进一步开
拓港澳入境市场、打造琼
港澳三地旅游发展新引
擎具有重要意义。明年
我省将以港澳地区为桥
头堡，加大与港澳旅行
社、航空公司、机场、媒体
等的合作力度，围绕海南
优惠的免签政策开展新
一轮大规模宣传，吸引更
多欧美游客赴海南旅游，
为海南入境游市场再添
薪火。

2017（首届）海南国际竹竿舞邀请赛——

民族风舞出国际范

为巩固港澳旅行商踩线成果，形
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省旅游委趁
热打铁举办踩线总结餐叙会，组织相
关市县和本地旅游企业与港澳旅行
商就踩线途中的所见所闻及日后合
作事项，进行零距离的深度交流。

“本次活动是海南与港澳地区第
一次联合举办的大型旅游主题活动，
为琼港澳三地加强互惠合作、寻求旅

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副主任崔素香表
示，海南风景旖旎，气候怡人，旅游产
品张力十足，让港澳旅行商看到了一
个不仅是拥有阳光、沙滩的海岛，还
感受到了海南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包
容性。

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透露，下一
步，海南还将积极探索实施更加开放

多元的旅游配套政策，如实施更加开
放的免签政策，继续致力于加密琼
港、琼澳航线，设计研发更多“一程多
站”旅游产品等。

记者还了解到，为充分发挥香港
作为国际游客中转枢纽的优势，配合
更加开放的免签政策出台，省旅游委
明年将在香港启动海南优惠签证政
策宣传和以美好海南为主题的大型

宣传计划。服务前置，拟在香港机场
建立“海南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做好
落地国际游客服务。并在香港机场、
机场快线、香港电车等外国游客集聚
区加大海南旅游宣传，在香港航空、
港龙航空的境外航线飞机上做机载
杂志、机载视频等海南旅游软文和视
频宣传，以进一步推介海南旅游，实
现入境游有力增长。

为持续加大对港澳市场的宣传推
广力度，进一步开拓港澳旅琼客源市
场，增进港澳旅行商对海南特有的旅
游资源和人文风俗的印象与理解，在
省旅游委的精心组织和各市县旅游部
门的大力协助下，港澳旅行商代表一
行分为中西线和东线踩线团，对海口、
三亚、儋州、琼海、屯昌、澄迈和琼中等
7个市县的旅游资源进行踩线考察。

“向港澳旅行商发出邀请时，我

们就附上了非常细致的踩线行程，并
对各地亮点进行说明。从高端资源
展示，到特色美食体验，再到独特人
文感受，‘总有一款适合您’。”省旅游
委国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调研员
杨黎明表示，诚意满满的邀请让众多
旅行商对海南之行怀揣期许。令人
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相对于较为成熟
的东线，其中大部分人选择了海南中
西线踩线，希望进一步了解海南。

中西线踩线团探访了东坡书院、
古盐田风景区、什寒村、梦幻香山芳
香文化园，对海南中西部的乡村旅
游、黎苗风情、历史文化等资源进行
全面了解。东线踩线团集中考察了
高端酒店、滨海度假等旅游产品，参
观了琼海北仍村、博鳌亚洲论坛永久
会址、游艇基地等景区，重点对三亚
市内的高端酒店进行深入调研。

“除了阳光沙滩，海南还有丰富而

特色的旅游资源”“我们会策划包装更
多海南路线产品，让更多港澳同胞认识
一个不一样的海南”……旅途中，港澳
旅行商各抒己见，从产品设计、规划谈
到政策的落地实施，对港澳客源旅琼对
口产品策略进行了初步探讨，大大增强
了开发海南旅游市场的信心。港中旅
出境中心高级客户部经理云惟表示，
港中旅也将大力宣传推介海南旅游，
吸引高端客户赴琼休闲度假。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色鲜明的民族服装令
人眼前一亮，“米”“井”等摆
阵方式千变万化，金发碧眼
的国际友人欢乐起舞……在
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
际旅游岛欢乐节中，2017
（首届）海南国际竹竿舞邀请
赛以全新的视听体验为广大
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文化
盛宴。

据了解，本届竹竿舞邀
请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
旅游委、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共同主办，海南广电
联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
办，海南大学协办，旨在推进
海南竹竿舞文化的传播，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
消费需求，致力于弘扬海南
优秀民族文化，掀起海南竹
竿舞文化体验热潮，增进国
际文化交流。

当俄罗斯、乌克兰等国
家的舞蹈演员在竹竿中跳跃
起舞时，海南本土文化特色
浓厚的竹竿舞也舞出了国际
范儿！

琼港澳三地互惠合作大有可为

实地踩线展示海南独特旅游资源

海南将探索实施更多配套政策

我省累计接
待 港 澳 游 客
11.87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10.01%。

我省累计接
待 港 澳 游 客
13.20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11.2%。

2016

2017

制图/许丽

2
0
17

（
首
届
）
海
南
国
际
竹
竿
舞
邀
请
赛
参
赛
队
伍

在
展
示
不
同
民
族
风
格
的
舞
技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通
讯
员

李
心
仪

摄

港澳旅行商代表深入考察我省旅游资源，开心模仿起当地少数民族舞姿。

港澳旅行商在踩线总结餐叙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