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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垦控股集团首个商业地产项目——海垦广场正式试营业
2018年 2月 10日，海垦广场

盛大试业，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海垦控股集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邢帆、海垦

控股集团副总经理王任飞、海垦控

股集团副总经理张志坚、海垦控股

集团副总经理杨志成等领导出席

了试业庆典。

作为省重点项目、海垦控股集

团首个商业地产项目——海垦广

场正式试营业，填补了海口海秀中

路金垦片区一站式购物体验商业空

白。海垦广场坐落于海秀中路北侧，

面朝金牛岭片区，左右毗邻国贸世

贸商圈，由“双写字楼+商业中心”构

成，建筑面积21.94万平方米。

据介绍，海垦广场定位为“快

时尚、慢生活、深体验”的主题购物

中心，以星美国际影城、客润佳超

市、彩虹盒子儿童剧场、实弹射击

俱乐部、大型健身会馆等六大主力

店领航，涵盖零售旗舰、主题餐厅、

儿童乐园、休闲娱乐、体验式街区

等多重主题业态。

2月10日 试业活动当天，通

往海垦广场的海秀中路、金垦路、

海垦路几条主干道均被前往海垦

广场的周边市民堵得水泄不通，还

有不少是秀英、金盘、白水塘、老城

等地区的消费者，可见其非凡魅

力。海垦广场众多商家也纷纷推出

各自的优惠政策，回馈广大市民。

除了商家优惠政策外，海垦

广场自身还推出了千人“梦响”新

春音乐会，广大市民可以到活动

现场聆听新春音乐会带来的精神

文化熏陶，同时活动现场还有欢

乐小丑诚心送“2000 个脐橙”等

各种新春礼品大派送；同时，在商

场的风情街位置，海垦广场还举

行了百米长桌美食宴宴请全城，

百道菜肴诚邀广大市民免费品

尝！在广场位置，海垦广场还举

行了汽车联展会等海量惊喜活动

回馈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与支持，

现场香车美女，为海口寒冷的冬

季带来别样的风采。

作为海南农垦改革后的第一

个商业项目，农垦人将不忘初心，

不负众望，秉承农垦人奋发拼搏

的精神，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己任，

全力将海垦广场打造为海口乃至

海南顾客的消费、休闲、社交的城

市新地标，提升片区商业繁华和

城市活力，助力海南建设和发展。

走基层新春新春

关注新春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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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诗婷

2月 11日 19时许，三亚市西岛
景区，天色渐暗，海风转凉，玩得尽兴
的游客们，乘着夜色陆续坐船离岛。

此时，热闹了一天的西岛，一改往
日夜里的宁静。由岛上渔村村民自发
举办的迎春晚会，即将拉开序幕。

当天傍晚，西岛小学内灯火通明，
音乐声、排演声不间断地通过音箱向
四面扩散。不少渔村村民闻讯而来，
抱着孩子、搬着小板凳急匆匆地朝光
亮处走去。

不一会儿，西岛小学内聚集了上
千名村民。不大的广场，简易的舞台
上，聚光灯下，由村民们自编自导的
舞蹈、小品、歌曲串烧等20个节目轮
番登台。

台上卖力演出，台下气氛热烈，掌
声此起彼伏。

据介绍，这次的迎春晚会，节目编
排创意全部来自于村民生活，演员也
都是本村村民，非常接地气。

原汁原味的表演，不禁令乡邻亲
友们引起共鸣、捧腹大笑。

“瞄准手注意！正前方校靶！榴
弹！瞬发引信！”一声铿锵有力的口
令，8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着迷彩服，
步伐整齐地跑上舞台，齐刷刷地面向
观众敬礼，动作规范、标准。

“注意！正前方校靶！”“全号装
药！一发装填！”“向目标中心瞄准！
放！”……演员们卖力地喊着火炮训练
口令，随着不同指令切换，模拟训练场
景，不时地变换队列造型，动作、神情
充满气势。

“八姐妹女民兵太棒了！好样

的！”观众席瞬间沸腾，不停地为演员
呐喊助威、加油鼓劲。

据介绍，这8名老人的原型，就是
1959年成立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西
岛“八姐妹”炮兵班。20世纪 70年
代，以西岛女民兵为原型的电影《海
霞》，让这些意志坚强的姑娘们名扬大
江南北。

“这要在以前，我们哪里敢登台
跳舞？”演毕，68岁的西岛女民兵苏
圣姑特别兴奋，“现在是新时代了，
村里评上了‘中国最美渔村’，今年
的一号文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政

府带领我们发展产业奔小康，全村
人干劲十足，村民盖起了小楼房，垃
圾场变成了花园，我们要用舞蹈表
达喜悦哩！”

不仅是苏圣姑，为了这台“村晚”，
西岛渔村的村民们都很拼。环卫保洁
员在工作间隙抓紧排练，表演提倡文
明新风、保护环境的小品；返乡的大学
生们带来了时尚的歌舞表演，展现新
时代青年人的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
新面貌……

“没想到村里准备举办迎新晚会
的倡议一发出，就有近200名村民积

极踊跃报名，我们经过多轮筛选、反复
排练，最终选定了这台演出节目。”尽
管村民们的表演略显稚嫩，但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温馨感人的现场氛围，
令此台“村晚”的导演秦加一出乎意
料，赞赏有加。

看着舞台上的演员神采飞扬，观众
席上，西岛渔村村民陈昌儿脸上荡漾着
喜悦，高兴的说：“村里好久没这么热闹
了。进入新时代，建设美丽渔村，村民
生活更富裕了，文化活动更丰富了！”

更令陈昌儿期待的是，在三亚
市“十镇百村”工程的稳步推进下，

西岛景区与西岛渔村首次连通，西
岛渔村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已开
门迎客，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能近距
离感受渔村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
化，实现了景区与村庄的共建共享、
渔民的转产转业。

“乡亲们，我们也能吃上‘旅游
饭’，好日子就要来啦！”在村里开了
第一家民宿的创业青年黎小康，带着
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放声歌唱，虽是
入夜，寒意来袭，“村晚”现场却暖意
流动……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

三亚渔村村民自发举办文艺晚会表达奔小康的喜悦

西岛“村晚”迎新年

本报三亚2月12日电（记者尤
梦瑜 林诗婷）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
场进入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今天，演员
们在舞台上继续紧锣密鼓地排练，灯
光调试、演出道具、服装等也在不断调
整，精益求精，力求在除夕之夜多角
度、全方位呈现完美演出效果。

海洋是此次海南分会场的最大亮
点。海南分会场选址在三亚国际邮轮
港，舞美设计团队依海搭建约4500平
方米的舞台，将通过联动海面、岸上多
空间，运用声光电手段，在傍海舞台上
打造梦幻般的“岸上海洋”，同时利用
帆船、邮轮、摩托艇等，体现国际港口
魅力，凸显海南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

“届时观众们将会看到舞台‘漂
浮’在海洋上的视觉效果。”央视春晚
海南分会场舞美总设计王姗透露，舞
台上还打造有喷泉、泳池等，并在国际
邮轮港建筑物上增加了绚丽的灯光，
成为舞台的实景背景，呈现出全景式
的舞台效果，全方位展示海南新形象。

舞台上，还有许多其他反映海南
特色的元素也将通过巧妙的设计加以
呈现。海洋生物造型的气球，将为舞
台及表演增添动感活力；贝壳、椰树、
火箭等道具，也将根据节目节奏适时
地出现在舞台上，配合节目展示海南
的“上天下海”。

在主体节目的服装设计上，负责
海南分会场服装设计的许茗为女式服

装上半身保留了海南黎族、苗族的特
色，体现黎锦、苗绣元素，下半身则加
以创新，增加造型感，裙摆会随着演员
们跳竹竿舞而摆动。

“黎族、苗族文化和‘国际范’是海
南的两大特色，我们也将国际化时尚
元素与海南黎族、苗族的民族服饰特
点相结合，在舞台上带来一种全新的
演绎。”许茗介绍。

舞美、道具、服装等独具匠心

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创新展示本土特色

本报三亚 2月 12日电 （记者
徐慧玲 黄媛艳）今天晚上，大型
椰海青春实景影画·红色娘子军
在三亚市天涯区槟榔河东侧红色
娘子军演艺公园试演，为鹿城市
民游客奉上一部革命经典题材的
精彩视觉盛宴。

据介绍，该实景影画由陕西旅
游集团与北京春光集团共同投资
打造，改编自刘文韶的报告文学
《红色娘子军》，主创团队由曾参与
《印象刘三姐》《印象西湖》等知名
旅游演艺创作的团队担任。整台
演出设有“序”“一幕·红色劫难”

“二幕·红色新生”“三幕·红色火
焰”“四幕·红色森林”“尾声·重生”
等6个部分，拥有国际顶尖团队制
作、真实海南红色故事、史诗级剧
情结构、近千名演职人员参演、沉
浸式动态座椅、实景视效科技呈现
等特点。

整体演出以真实的海南红色革
命故事为背景，通过红色娘子军寻找
光明与信念的烈火青春，浴血奋战的
激烈战争场面，体现壮烈而又昂扬的
红色娘子军精神，这个家喻户晓的红
色经典故事，以新的表现形式展现在
观众眼前。

将近60分钟的演出让三亚市民
李国宏意犹未尽，“声、光的完美融
合，娘子军的坚韧不屈、团结奋战，让
人一秒穿越回那个血染芳华的红色
年代，整场演出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李国宏连连称赞。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演出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
主题，传承红色娘子军精神，填补了
三亚大型红色旅游演艺的空白，丰富
了琼岛文化内涵。下一步，三亚将深
挖红色旅游文化内涵，推出差异化旅
游文化产品，助推三亚打造世界级滨
海旅游精品城市。

重温革命经典 传承红色精神

椰海青春实景影画·红色娘子军
鹿城试演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
节前慰问老干部老党员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 李磊）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分头走访慰问了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离退休老干部、50年党龄老党
员和困难退休干部，并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向他们
送上了新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在慰问过程中，参加慰问的省人大常委会领
导对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所做的贡献和长期以来给予省人大工作的关心与
支持表示感谢，并就新一届常委会工作征求他们
的意见与建议，并详细了解50年党龄老党员和困
难退休干部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积极为他们排
忧解难，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

第76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走进萝卜扶贫基地
分析萝卜种植各个环节的技术问题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晚
上播出的第7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是特
别节目——《乡间小课堂》，带观众走进美丽的海
口市云龙镇云岭村三角梅萝卜扶贫基地，并邀请
基地专家给大家讲授萝卜的种植技术。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又被称
作“小人参”，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本期《乡
间小课堂》从前期的选种、土壤的选择再到萝
卜的出土以及萝卜质量的把控都进行了细致
的讲述。

值得一提的是，云龙萝卜是当地政府为巩固
脱贫成果，带领当地22户脱贫户共同发展的产
业。由于受天气影响，当地萝卜储存困难亟待售
出。得知这一情况后，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小分队
的成员们，用4天时间紧急策划了一场“爱心萝
卜义卖活动”，帮助云龙萝卜成功售出4万斤，既
解决了云龙萝卜的销路问题，也让更多人认识了
云龙扶贫萝卜。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

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文城2月12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昌市获悉，为进一步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道德模范的示
范引领作用，即日起，由文昌市委、市政府主办，文
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南国都市报联合承办的
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感动文昌”十大
人物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评选活动分为推荐候选人、典型宣传、投
票评选、颁奖典礼4个阶段。文昌市各机关单位、
镇（场）、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群众均可推荐候
选人。候选人10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相关视
频或照片等，需报送文昌市委宣传部邮箱xuan-
chuanbu888@163.com。

经过专家评审、公众投票（分为报纸投票和网
上投票）、公示等环节后，颁奖晚会将于7月底举
行，最终揭晓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和第二届“感
动文昌”十大人物名录。春晚海南分会场，演员们在排练竹竿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月11日，西岛渔村村民自编自导的春节联欢晚会在西岛小学上演。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