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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4月18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吴小静 陈燕清）记者今
天从万宁市获悉，通过常抓不懈，万宁
巩卫创文行动已营造出全民动员、全
员参与的氛围，城乡面貌进一步改善。

在万宁城区商铺集中的街道，记
者看到，随着巩卫创文的深入开展，

“门前三包”责任制逐渐被市民和商户
所知晓，出店经营、乱堆乱放以及私搭
棚子的现象几乎没有了，经营状况井
然有序，门前道路车辆通行顺畅。“以
商铺较为集中的万隆街和华侨街为
例，马路两侧所有经营商家都签订了

“门前三包”责任书。”万宁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签订责任书后，门前的卫

生、秩序和外立面，店家要负责管理。
“以前以为‘门前三包’牌匾就是

个证书，不知道还有许多需要我们履
行的责任，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介绍、
宣传，我们肯定会按要求落实到位。”
万隆街一家小吃店店主说。

常年负责万隆街区清洁的环卫工
人李阿姨说，前几年，商铺经营者对于
自己商铺门前的卫生根本不管不顾，
每天早上商铺门口全是垃圾，挨家挨
户一路扫过去要花半天功夫，“现在好

多了，商户每天都会自觉把门口的垃
圾清理进垃圾桶，我早上把垃圾桶清
理一下就好，街道也干净多了”。

在大茂镇大联村大中村民小组，
记者看到，这个原本因“脏乱差”而出
名的村庄，如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原本低洼的路段已被填高，狭
窄的村道也已被修整扩宽，干净整洁
的道路两旁，不知名的野花散落在挺
立的槟榔树下，散发着春天的芬芳。

大中村民小组组长吴西福说，

在全市巩卫创文宣传活动的号召
下，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村庄进行
卫生大清理，村里的猪圈、旧房，都
用挖掘机拆除并清运，每天村里还
有专职人员巡视、清理垃圾，确保村
子干净整洁。

“整治环境卫生是第一步。”吴西
福说，今年2月，在热心村民的建议
下，大中村民小组还成立了爱心基金
会，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筹到了
约11万元捐款，用于安装太阳能路

灯、给田地修护墙等，改善村庄环境，
方便村民生活。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巩卫创
文是上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万宁将
举全市之力，采取一切措施扎实推进，
要加强巡访，以问题为导向，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要组织针对性的专项整治，
严格执法，确保存在的问题一一整改
到位；要发动全市全员参与，加强宣传
报道，营造浓厚的氛围；与此同时，要
强化督查，对工作不力者严肃问责。

万宁全民动员参与巩卫创文

常抓不懈 力促城乡换新貌

海口首个宪法主题公园
建成开园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梁崇平 通讯员王聘钊）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美兰
区获悉，美兰区宪法主题公园近日建成开园，市民
的休闲、散步又添了一个好去处。该园位于海口
市文明东路与朝霞路交汇处，毗邻南渡江、滨江路
一带，由朝霞公园改造而成。

据了解，该公园是海口首个宪法主题公园，由
美兰区司法局投入36万元改造而成，公园整体呈
不规则四边形状，面积约10亩，是一座以“宪法”
为核心，以“遵宪、守宪、用宪、护宪”为主题的文化
主题公园，园内有法治宣传栏、普法书屋、宪法雕
塑等，并开设了宪法权利义务知识、宪法历史发展
知识、一分钟学宪法等多个宣传区，让市民在休闲
娱乐中领略法治文化、感受宪法精神。

“三亚⇌台中”航线
正式开通

本报三亚4月18日电（记者林诗婷 通讯员
曹丹）今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
场”）正式开通“三亚⇌台中”航线。该航线成为继
台北后，连通三亚与台湾的第二条地区航线。

据悉，“三亚⇌台中”航线由四川航空执飞，航
班号为3U8279/80，每周三、周日14：40从三亚
起飞，17：20抵达台中；18：25从台中返回，21：05
落地三亚。该航班提供8个头等舱座位和154个
经济舱座位。

近年来，三亚机场致力于开发国际和地区航
线，借助区位优势和枢纽城市影响，进一步加快三
亚国际航空市场的发展步伐。截至目前，三亚机
场正在运营的国际及地区航线共计30条，其中地
区航线包括“三亚⇌香港”“三亚⇌台北”和“三亚
⇌台中”等。

据统计，2017年，搭乘“三亚⇌台北”航班往
返两地的旅客逾3万人次，2018年第一季度该航
线航班的平均客座率高于80%，为来往三亚和台
北两地的旅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次新开通的

“三亚⇌台中”航线将进一步加强三亚与台湾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多元合作。

三亚水稻公园
举行首届开镰节
游客近距离体验农耕文化

本报三亚4月18日电 （记者袁宇）今天上
午，2018年水稻公园首届开镰节活动在三亚海棠
湾水稻公园举行，来自各地的市民游客欢聚水稻
公园，载歌载舞，在金黄稻田中开镰收稻，共同感
受稻谷丰收的喜悦。

当天10时许，伴随着鼓乐声，30多名黎族青
年或手捧稻穗，或手举“牛头”，沿着田埂缓缓步入
金黄稻田。祭师“亩头”双手捧着镰刀走至祭台前，
高声唱讼。随后众人唱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并齐呼“开镰了”。

“很激动，第一次近距离体验农耕文化。”三亚
市民汪珊珊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动手挥动
镰刀收割了一茬水稻，她兴奋地说道，大米是海南
当地最传统最主要的食粮，自己从小在城市长大，
对水稻生产背后的艰辛知之甚少，“我希望以后能
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学
习犁田、育秧等农活，感受稼穑之艰，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

三亚水稻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开镰，寓意着
丰收、感恩与尊重，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资
源，水稻生产一年三造，举办开镰节既是展示传统
农耕文化，亦是表示对粮食的尊重，歌颂劳动，传
播“敬农惜粮”的价值观。

此次开镰节中，“农耕文化体验游”令人耳目
一新。据悉，三亚水稻公园计划下一步将持续开展
开镰节活动，并创新推出收稻活动体验月，推出农
耕割稻体验游线路，传播中华传统文明，增加游客
互动体验，营造喜庆丰收氛围，逐步将开镰节打造
成三亚水稻公园的特色旅游文化品牌节庆活动。

本报营根4月18日电 （记者
邓钰 通讯员陈欢欢）今天，一场以

“绚彩琼中黎苗服饰秀”为主题的黎
苗服饰展示暨走秀活动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三月三广场拉开帷幕，
身着黎族苗族服饰的模特走上舞
台，刮起一阵“最炫民族风”。

在现场，由省老干部艺术团模
特队演绎的《黎风古韵》揭开活动序
幕，模特们分别身着黎族五大方言
区的传统服饰以及苗族传统服饰，
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今年走秀活动中所展示的服饰
别具特色，它们不仅体现了民族风情，
还经过现代化的创新和改良，更具有
时尚范。”琼中妇联主席林德影说。

同时，还有黎族织锦、苗族刺绣
技艺传承人现场示范黎锦编织、苗
衣绣制过程。

本报五指山4月18日电（记者
贾磊 苏庆明 通讯员刘钊 李婧）今
天上午，农历戊戌年三月初三祭祀袍
隆扣大典在五指山市水满乡黎峒文
化园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的
黎族同胞和省内外各兄弟民族儿女
万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祭拜袍隆扣。

今年的祭祀袍隆扣大典在拜谒

袍隆扣时，改变了以往敬香的习
俗，改为向袍隆扣敬献彩虹带，既
环保又富有寓意。此外，今年首次
有85名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参加祭
祀典礼。

据了解，经省政府同意，从2014
年开始，每年的黎族苗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增设黎祖祭祀项目，并固定

在五指山市黎峒文化园举办。
近年来，祭祀活动影响力越来

越大，每年“三月三”的黎祖祭祀大
典，已经成为海南140多万黎族同
胞的情感聚合以及中外游客了解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为
五指山市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文
化元素。

另悉，为促进黎族文化研究而开
展的首届袍隆扣文化论坛今天在五指
山市举行。来自省内外的民族文化领
域研究专家共同就如何深入研究、挖
掘和弘扬袍隆扣文化进行了探讨。

论坛共征集到相关论文 30余
篇，涉及黎族原始宗教与祖先崇拜
研究、黎族各方言袍隆扣传说研

究、黎族袍隆扣传说与中国其他少
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袍隆扣文化
与五指山市黎峒文化园建设研究
等，部分与会专家现场介绍了自己
的研究成果。本届论坛由省政府
主办，省民宗委、五指山市政府、海
南省袍隆扣研究会、海南省民族学
会承办。

2018年祭祀袍隆扣大典在五指山市举行

本报抱由4月18日电 （记者
袁宇 通讯员林东）今天上午，乐东
黎族自治县在该县大安镇举办首届

“黎族剪纸文化节”，欢庆海南黎族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在活动现场，设置了黎族剪纸
展销展示环节，展示黎族剪纸发展
历史及作品，现场开展剪纸培训。
现场还举办了2018年“大安人家”
三月三特色农产品赶集会，系统展
示展销农家土特产等，探索文化扶
贫有效路子，努力促进贫困群众创
收增收，实现脱贫致富。

乐东大安镇是我省唯一的“中
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乐东县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14年起，乐
东通过在该镇举办“三月三”庆祝活
动，在保护、发展大安黎族剪纸等特
色文化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报椰林4月18日电 （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连日来，
2018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
月三”陵水黎族自治县分会场系列
活动接连上演，精彩纷呈的活动受
当地群众及游客追捧。

在提蒙乡远景小学，一场民俗趣
味竞技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此次民俗趣味竞技由“板鞋竞技”和

“全民抓五脚猪”两项活动组成。
在英州镇，当地举办了“三月

三”文艺晚会，除了歌舞表演，活动
现场还设置了黎族文化互动体验
区，群众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黎
锦、纹身等黎族特色文化，还可以进
行现场体验。

据悉，陵水群英乡、提蒙乡、本号
镇、文罗镇、隆广镇、英州镇等6个乡
镇均举办了多场“三月三”节庆活动。

本报保城4月18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潘达强）今天上午，2018
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印象槟榔
谷系列活动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槟榔谷文化旅游区拉开序幕。

当天活动包括“钻木取火”开园
祈福仪式、风情海南服饰展、黎族苗
族影像志摄影展、印象槟榔谷拓展
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当天，槟榔谷景区海黎图广场
巨型展架展出了以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为主题的黎族苗族影
像志摄影展，图文并茂讲述黎族苗
族同胞30年来的沧桑巨变。

与此同时，景区三月三广场、花梨
站台、圣水平台等游客集中区域，先
后举行了“椰子保龄球”“苗族吹箭”

“罗马炮台”等极富民族特色的竞技
项目，吸引众多中外游客亲身体验。

本报嘉积4月18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肖林 陈国强）今天，2018
年第六届琼海（会山）“三月三”黎族苗
族传统文化节在琼海市会山镇开幕。

本届“三月三”传统文化节以“三
月欢歌 多彩会山”为主题，举行了民
族特色小吃展、体育竞技、竹编和苗
绣体验、民族篝火晚会、游园、拔河、
苗族婚俗婚礼体验等活动。这些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亮点十足，散发着
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

在民族特色小吃街，一个特制
的大型五色饭格外引人注目。围观
的人群被五色饭鲜艳的色彩和独特
的工艺吸引，纷纷拍照留念。五色
饭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是用独
特植物汁液作为天然色素拌在糯米
中蒸制而成，是苗族同胞逢年过节
宴客会友的特色美食。

澄迈桥头地瓜推介活动举办

3家电商企业
签下约5500万元订单

本报金江4月18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王家专）今天上午，澄迈县第七届桥头富硒地瓜推
介活动在该县桥头镇举行。在活动现场，3家电
商平台企业与桥头镇达成合作意向，共签下约
5500万元桥头地瓜订单。

“今年3月起到现在，我们平台平均每天要
售出 16吨桥头地瓜，市场需求的火爆可见一
斑。”海南希之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
玉柏笑着说，此次企业与桥头签下约2000万元
订单，就是看中了桥头富硒地瓜的品牌价值和庞
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活动当天还举办了地瓜采摘比赛、“地
瓜萌娃秀”“地瓜雕刻秀”等精彩活动，为来自海
口、临高等地的游客们提供了纵情乡野、回归自然
的良好体验。

在推介活动上，省工商局商标局负责人为澄
迈县桥头地瓜协会授牌，宣告“澄迈桥头地瓜”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属于该协会，其知识产权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保护。

据了解，长期以来，“桥头地瓜”这一商标受商
标相似等因素影响，无法获准注册。经过多方努
力和对商标名称进行调整，今年2月21日，“澄迈
桥头地瓜”获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并由
省工商局商标局负责人于今日正式授牌。

关注万宁巩卫创文

■ 本报记者 陈奕霖

“您先坐着休息喝点水，检测需要
大约20分钟。”4月13日，位于海口新
海港码头的海南省农产品出岛检查检
测站内，检测员白京君从收购商陈小军
手中接过一把豇豆和《海南省农产品检
测合格报告单》，熟练地把豇豆装入农
产品抽样袋内，拿到检测台进行复检。

设立在新海港、南港和秀英港码
头的海南省农产品出岛检查检测站
（以下简称检测站），全年实行24小时
值班制，对出岛农产品进行持证检查
和随机抽样复检，是我省出岛瓜菜检
查检测的最后一道关口，检测站共有
50名检测员，平均年龄不到28岁。

“如果让质量不合格的瓜菜出岛，

到了目的地被检测出农药残留超标，
会影响整个海南瓜菜的口碑，长此以
往，谁还会买海南的瓜菜？所以检测
工作马虎不得。”在检测站副站长杜庚
山看来，检测站的工作虽然普通，却是
海南农业工作的重要一环。

杜庚山2014年才到检测站工作，
他告诉记者，经过检测技术、业务工作
流程等培训，农产品快速检测很容易上
手，“困难在于，每一次检测、每一个环
节都要认真对待。”

眼下正值冬季瓜菜出岛高峰期，
每天出岛瓜菜运输车辆超2000辆次，
其中大多数集中在夜间。这也是检测
站工作时间最紧、任务最重的一段时
间。检测人员经常需要摸黑爬上2米
多高的货车上抽取样品，再回到检测

站对样品进行处理。“整个过程中，只
要出现一丝疏忽，都可能造成检测结
果不准确。”杜庚山说，检测站工作无
小事。

2017年，他们共检查出岛车辆24
万辆次，总重量452万吨，抽样复检样
品5万余个。此外，他们还需要时常到
全省各市县的田洋基地、瓜菜收购站、
农贸市场开展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据农业部2017年例行监测显示，
我省“三品一标”产品合格率达99%，
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99.8%，蔬菜、畜
产品合格率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不仅如此，自去年9月开展“青年
文明号”创建活动以来，检查站值班人
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投
入到码头志愿服务工作中。他们积极
配合港口调度管理，引导运输农产品
车辆通行，还为过海旅客提供热茶水、
应急药品、手机充电、车辆维修工具等
服务，已开展志愿服务约350人次。

如今，码头检测站新添置了不少仪
器设备，白京君正计划学习气相色谱仪
操作技能，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杜庚

山也没有闲着，在工作之余参加成人高
考，进入中国农业大学，通过网络课程
学习检测相关知识。而在整个队伍中，
选择继续“充电”，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和综合素质的检测员不在少数。

“要当好新时代人民群众‘舌尖安

全’守护人。”省农产品出岛检查检测站
检测员这群新时代的奋斗者，发扬“爱
岗敬业、服务为农”的工作作风，认真履
行着出岛农产品持证检查和抽样复检
工作职责，确保出岛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

省农产品出岛检查检测站检测员，对出岛农产品实行24小时质量监控

当好“舌尖安全”守护人
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关注“三月三”

乐东
剪纸文化节
文化扶贫路

琼中
黎苗服饰秀
最炫民族风

陵水
载歌又载舞
好戏连台转

保亭
特色活动多
游客齐参与

琼海
唱三月欢歌
聚多彩会山

4月18日，两位男子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中学参加趣味竞技赛。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王伟 摄

4月18日，在琼中三月三广场，模特身着黎族苗族服饰走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在省农产品出岛检查检测站海口新海港站点，检测员正对出岛农产品进行
抽样复检。 通讯员 张春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