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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万人竹竿舞表演活动将于4月28
日晚8时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行，
这也是五源河体育场建成以来的首
场正式活动。4月27日，全体演员在
体育场内进行了带妆联排。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当晚
的表演活动不仅有万众期待的竹竿舞，
还有大合唱、歌伴舞、钢琴独奏等多个
暖场节目。蔚为壮观的万人规模、色彩
缤纷的民族服饰，欢快动感的竹竿舞
步，这场亮点多多的大型表演活动展示

了海南人民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信
心，将向全世界推广海南特色文化。

亮点一：
万人参与竹竿舞嘉年华

此次表演共有来自全省19个市
县的1.2万名演员参与，每20个人为
一个方阵，共分为600个方阵，同跳
竹竿舞。据悉，这将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规模的竹竿舞表演活动。

为了烘托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的喜悦气氛，展示海南
别具魅力的少数民族文化，这1万多
名演员将身着黎族服饰，艳丽的服装

以及亮眼的黎族图腾将随着演员们
的舞动显得动感十足。演员们将跳
出“平步跳”“牵手跳”等新式高难度
竹竿舞动作，“米字形”“十字形”等多
种竹竿摆法也将集中展示。来自乐
东黎族自治县的获奖竹竿舞队伍也
将在活动中亮相。

亮点二：
老歌新唱让你听个过瘾

精彩舞蹈要有美妙音乐助兴。
此次活动中，观众们将听到一首又一
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方言歌曲《久久
不见久久见》、黎族民歌《捡螺歌》等

具有代表性的海南民歌民谣等都将
以老歌新编的方式进行演绎，让观众
不仅“看”得过瘾，也能“听”得过瘾，
享受独具魅力的视听盛宴。

活动当天，全场演职人员还将齐
唱《歌唱祖国》，用歌声表达对新时代
美丽祖国的祝福，展示海南人民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的信心与决心。

亮点三：
竹竿舞体验互动等你来玩

竹竿舞之所以成为少数民族群众
喜闻乐见的表演、健身方式，正是因为
它的参与性、互动性很强。此次万人

竹竿舞活动的举行旨在推广竹竿舞，
让更多人感受到竹竿舞的独特魅力。
为此，活动组委会特别在五源河体育
场入场区域，设置了竹竿舞体验互动
区，观众们可以近距离观看竹竿舞表
演，还能与演员们携手共跳竹竿舞，感
受海南文化魅力，体验健体强身乐趣。

组委会特别提示：4月 28日晚
上，海口长滨路将出现车流高峰期，
请大家错峰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17时至19时30分）。市民游客可
通过浏览椰城交警APP、微博、微信
等平台查看实时路况信息，减少交通
出行不便。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万人竹竿舞亮点纷呈抢先看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王娇

让1.2万人同时跳舞，而且是竹
竿舞这一极其讲究步伐与节奏的舞
蹈，到底有多难？

4月28日晚上8时，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万人竹竿舞表
演活动将在海口举行，届时好奇的人
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竹竿舞最早源于黎族先人用于
祭祀的舞蹈。上世纪50年代，经过
广东省歌舞团的创新改良，这一舞蹈
代表海南地区登上了文艺舞台，由此
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如今成为海南
黎族歌舞的一张亮眼名片。

2018 年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
会场的舞台上，在绚丽的光影之
中，千人竹竿舞给全国观众留下深
刻印象。明晚，这场万人竹竿舞将
以更壮观、更具特色的表演让这张

“亮眼名片”更加耀眼，向全世界展
现海南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过如此别开生面的方式为海南

“庆生”。

“井”字竹竿摆法好看又安全

竹竿舞的一大难点就是“踩准
点”，否则演员的双脚会和竹竿“打
架”，容易摔倒，甚至受伤。因此，编舞
工作成了核心工作之一，要让1万多
人同时跳起来，既要好看，又要安全。

海南大学艺术团团长周琳琳是
此次表演活动的舞蹈总监。据她介
绍，此次万人竹竿舞编排的前期工作
耗时半个多月。“在这半个月里，我们
主要进行了3个阶段的工作。首先，
在竹竿舞原有的跳法和打法基础上
进行系统完整的提炼；然后编排了5
组动作，让一些非专业学生进行尝
试，看看完成情况如何；最后就是根
据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形成了最终的
5套完整动作。”

据了解，为了方便指导老师到各
个演出队伍去进行教学，编舞老师特
意将这5组动作编号为A、B、C、D、
E，进而完成“A+B”“A+C”这样的叠
加，如此一来，演员们能够清晰地了

解编舞团队的呈现要求。
由于此次参演人员大部分来自

高校和中学，缺乏专业舞蹈经验，因
此，编舞老师对难易度进行反复评
估，同时对120名指导老师进行系统
规范的指导，“如果一个指令没有被
完全消化，那么老师教学的效果就大
打折扣了。”周琳琳说。

据介绍，此次编舞团队创新运用
“井”字竹竿摆法，在2万平方米的海口
五源河体育场里，1.2万人分为600个方
阵，“井”字摆法能固定队伍的位置，既安
全又美观。在“井”字竹竿打造的空间
里，演员们会变换多种步伐、手势、打法。

举手投足传递海南文化魅力

此次万人竹竿舞表演是为三十
而立的海南“庆生”，消息一经公布，海
口市36所学校的学生们踊跃报名。

吴美坤是省第四卫生学校2017
级学生，当听到要组织人员参加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万人竹竿舞
表演活动时，她和同学们十分雀跃，积

极报名。“能够通过学校选拔参加这个
表演非常荣幸。”吴美坤说，“刚开始排
练时确实不太容易，动作比较难记，大
家就在下课后抓紧练习，回到宿舍后，
还会一直交流切磋。现在，团队协作越
来越默契，舞也跳得越来越好了。”

据了解，省第四卫生学校此次共
派出120名学生参加万人竹竿舞表
演活动。

在海南师范大学，来自10余个
学院的560名同学正在排练。来自
河北石家庄的和天伦与来自宁夏的
陈辉都是第一次接触到海南竹竿舞，
他们告诉记者，对于能够参加这场意
义不凡的表演活动，感到非常兴奋。
于他们而言，参与这次大型表演是了
解海南文化的难得机会。

“嘿！嘿！嘿！嘿！嘿！嘿！吼
——嘿！”28个方队声音洪亮，富有节
奏感。陈辉激动地说：“这声音让人沸
腾！我身在队伍之中更能切身地体会
到竹竿舞的魅力。为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大家都感到很
骄傲。”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满眼海洋元素

五源河体育场
今日首次亮相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 （记
者郭萃）“整个体育馆看着很气
派，坐在观众席上，视线特别开
阔，有大城市的感觉。”昨天下
午，正在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
育场进行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万人竹竿舞表演活
动彩排的演员小陈对新落成的
体育场馆赞不绝口。

据悉，将于 28日举行的万
人竹竿舞活动是海口五源河体
育场建成后迎来的首次正式活
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口五源
河文体中心体育场各项建设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整个场馆设计为
一个张开的贝壳，采用单边看台
造型，主看台区朝向大海。看台
座椅共采用了6种颜色，模拟海
洋的层次，颜色从上至下、由深至
浅变化，让观众在进入看台的同
时，体验到置身海洋之中的感觉。

据了解，五源河体育场占地
406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
米，可容纳约5万名观众，看台
共设置41424个座位，另设无障
碍坐席80座、陪护席80座。五
源河体育场安排了600多个停
车位，供此次万人竹竿舞活动的
工作车辆使用。

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项目
现场经理陈龙告诉记者：“五源河
体育场作为绿色建筑三星认证，
在机电选型、节水收水以及热工
性能等多方面都体现了绿色建筑
的理念，通过精心设计幕墙和内
部空间，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观
众使用空间的舒适度。”

“省会城市海口应该具备举
办这样大型赛事或活动的场
地。”海口市民郑雯说：“五源河
体育场让我觉得非常惊喜，从规
模和设施上看，完全不亚于一线
城市，而且还体现了海洋特色，
非常漂亮。”

作为我省唯一可以举办全运
会赛事、国际A类赛事的体育
场，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
填补了海南承办国际一级赛事能
力的空白，也将向海南体育爱好
者提供更多亲眼观看高水平赛事
的机会。

《我们的芳华》
国乐鉴赏会5月初上演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王娇）由省文体厅指导的“《我们的芳华》——方锦
龙和他的朋友们”国乐鉴赏会将于5月4日晚上8
时在省歌舞剧院上演，以传统国乐表演献礼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今天上午，“《我们的芳
华》——方锦龙和他的朋友们”国乐鉴赏会新闻发
布会暨方锦龙专题讲座在省图书馆举办。

方锦龙是中国民族管乐弦乐学会理事、中国
琵琶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艺术研究所“锦龙工作
室”艺术总监。从艺40余载，他曾多次在40余个
国家和地区举办国乐鉴赏会。据悉，此次国乐鉴
赏会将融合中西乐器演奏及演唱于一体，并特别
策划了海南黎族乐器——鼻箫表演章节，以及海
南特色歌曲演唱环节。演出当天，方锦龙还将为
其《风》《雅》《颂》专辑系列套碟及荣获国内多项国
乐大奖的《丝路飞天》专辑进行现场签售。

记者从省歌舞剧院了解到，演出票价分为88
元、58元两个档次。市民游客可前往省歌舞剧院
售票处或关注“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公众号进行
购票。

海南省中医医联体
定安县中医院挂牌

本报定城4月2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今天，海南省中医医联体定
安县中医院挂牌仪式在定安县中医院新大楼举
行，海南省中医院与定安县中医院成为“医联体”，
双方互助发展进入崭新阶段。

据悉，海南省中医院在2014年-2016年与定
安县中医院结对帮扶期间，特派优秀专家帮助定
安县中医院创建了内科及住院病房，积极参与病
房查房、门诊坐诊和指导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疑
难病症的诊疗服务；不定期组织医疗队到定安县
中医院开展义诊，支援基层医疗工作，使得定安县
中医院在短短几年间，医疗护理业务水平得到全
面提高，门诊急诊人次数、住院人次数同比均有较
大幅度上升，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未来，海南省中医院将采取技术帮扶、人才培
养、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分级诊疗等多种形式与定
安县中医院开展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实行医院管
理、学科建设、临床医疗和技术应用等资源共享。

海南直飞印尼又添新航线

海口至泗水航线首航
本报海口4月27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胡

璐）今晚，一架波音B737-900型飞机载着来自
印尼泗水的旅客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平稳落地，
标志着由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携手
印尼狮子航空开通的海口至泗水定期直飞航线
正式运营。

据悉，海口至泗水航线是海南联合航旅集团
继三亚至雅加达、海口至雅加达、三亚至泗水直航
航线之后，开通的第4条海南直飞印尼航线。

该航线去程海口至泗水航班号为JT2660，
每周六执飞1班，北京时间0时55分从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5时00分抵达印尼
泗水机场；来程泗水至海口航班号JT2661，每
周五执飞 1班，当地时间 17时 40分从印尼泗
水机场起飞，北京时间23时 45分飞抵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

省听力障碍诊治中心揭牌
本报那大4月2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莫

修平）今天，海南省听力障碍诊治中心在位于儋州
市的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海南分院（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揭牌运行。

2017年9月2日，经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批准，同意设立海南省听力障碍诊治中心，
并挂靠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海南分院（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

据了解，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下设的听力中心，为国家卫计委新生儿听力筛查专
家组组长单位、上海市儿童听力障碍诊治中心、临
床听力学培训基地，集临床、科研及教学于一体，拥
有完善的听力测试、诊断、干预和康复设备和技术，
并开设了上海市独家听力及听觉植入专科门诊。
海南省听力障碍诊治中心依托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建设，将为海南听力患者提
供专业化、规范化、全程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调动行政机关单位保护公益主动性

洋浦召开首例
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

本报洋浦4月27日电（记者曾毓慧）昨天上
午，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召开首例公益诉
讼诉前圆桌会议，与相关行政单位一同探讨解决
洋浦出现的部分生态环境遭破坏问题，为洋浦生
态环保工作提供有效司法保障。

在圆桌会议现场，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
院诉讼监督局负责人对案件的前因后果、整改情
况以及相关法律程序等作了详细介绍，并将诉讼
建议书下发到相关部门负责人手中。

据悉，诉前圆桌会议是探索诉前工作机制的
一项创新型工作模式，可以最大程度调动行政机
关单位保护公益的主动性。接下来，洋浦经济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将严格执行诉前程序，督促相关
部门尽快落实整改，同时强化送法进乡村、送法进
社区、送法进企业和送法进校园的法制宣传力度。

■ 本报记者 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

4月27日午后，被大山环抱的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水央村绿意
盎然、静谧朴素，它的美不仅来自眼前
的绿水青山，更来自当地浓郁的民族
风情、淳朴的民风。水央村的美，让你
来了便忘不了，甚至想在这里住些日
子，过过桃源般的恬静生活。

漫步水央村，古老沧桑的牌坊和
粉刷一新的彩色建筑外墙，形成了一
幅和谐画面，让人眼前一亮。孩子们
在干净整洁的水泥路上嬉戏打闹，脸
上洋溢着烂漫的笑容。“每天都有外地
游客过来玩，感觉很有面子。”水央村
村民许炳濯高兴地说。

“我们家的老房子建于上世纪60
年代，现在已经变成老古董啦！”水央
村村民王上禄指着眼前一间用大小
不一的石头搭建而成的房子说，如今

他们一家早已搬进了隔壁宽敞明亮
的新楼房。

“以前村里的生活污水乱排放，天
热的时候臭气熏天，在‘整村推进’扶
贫及美丽乡村建设下，当地政府为村
民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村里的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水央村村委会
副主任王守良说，污水管网入户，农
村垃圾屋建设，村道硬化美化，危房
改造全覆盖……水央村如今成了琼
中美丽乡村的代表。

一个种满花花草草的“小花园”便

是处理污水的秘密基地，污水管道藏
在地下，将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一个
个垃圾桶被藏进了绘有大力神、甘工
鸟图案的“小屋”里，村民们和游客再
也不用躲着垃圾走、捂着鼻子跑，美丽
乡村更加文明。

“相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
施过程中，未来的水央村不光外表亮
丽，也将继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全
村老百姓一起奔向幸福生活。”王守
良说。

（本报营根4月27日电）

琼中水央村展开幸福新画卷

关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万人竹竿舞表演

发现琼中之美

水央村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房子。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水央村整洁宽敞的新房子。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编舞团队精心编排新舞步，参演人员互相切磋勤练习

万人竹竿舞舞出海南文化自信

4月27日晚，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万人竹竿舞表演活动进行首次带妆联排。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