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亭

“龙腾狮跃闹元宵”活动举行
本报保城2月19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黄立明 文宏武）震天锣鼓响起来，龙腾狮跃闹元
宵。2月19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了“龙
腾狮跃闹元宵”“元宵佳节游园”活动，精彩纷呈的
节目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

2月19日9时许，保亭保城镇七仙广场人头
攒动。《中国红》+《龙狮点睛仪式》的舞蹈节目
拉开元宵庆典的序幕。紧接着，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次第上演，把节日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活动以新春体育大拜年的形式，组织加茂、保
城、三道、响水、新政等镇的舞龙舞狮队和毛感
乡民间招龙舞队，以及县民族歌舞团、县轮滑协
会、舞精灵舞蹈中心，各自亮出“拿手好戏”。保
亭还邀请了海南御龙龙狮团在县七仙广场进行
舞龙舞狮表演。

■■■■■ ■■■■■ ■■■■■

新万宁人元宵文艺晚会举行
本报万城2月1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2月19日晚，万宁市2019年新万宁人元宵
节文艺晚会在市人民公园举行。

晚会以歌曲、舞蹈为主要内容，既有《在希望
的田野上》《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梅赞》等经典曲
目，也有非洲鼓表演、民乐合奏等。晚会在积极动
员本土演出团队参演的同时，还邀请了乌尼特、田
晓慧等国家一级演员参演。

万宁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给元宵
节营造欢乐氛围，通过协调万宁市旅居人协会等
组织，协调旅居万宁的艺术家、候鸟团体共同打造
了这台晚会，充分发挥这些新万宁人的力量，打造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丰富市民的娱乐生活。晚
会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精心编
排演出节目，既展现多姿多彩的万宁文化，也传递
正能量，动员大家共同建设新家园。

万宁

庆元宵联欢晚会送祝福
本报三亚2月19日电（记者孙婧）

2月19日晚，三亚国际邮轮港上，一轮满
月高悬夜空，注视着人间庆祝元宵佳节
的喜乐满堂。“天涯情万家欢乐·新三亚
追梦奔腾”——2019年三亚市庆元宵联
欢晚会举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节日的欢乐。

今年的晚会节目推陈出新，亮点多多，15个
节目中，不仅有相声表演，还有情景歌舞《久久的
日月》、芭蕾舞《美丽之约》、合唱《海南赞歌》、诗朗
诵《伟大新征程》，以及著名民族歌唱家呼斯楞带
来的《鸿雁》《花开漂亮》等。

以袁隆平为代表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台商、医
务工作者、劳模、文明“候鸟”、外国游人、道德模
范、三亚好人、乡贤、环卫工作者、脱贫户、最美家
庭不同群体代表，共计1600人观看晚会。

本次晚会由三亚市委、三亚市政府联合主办。

三亚

载歌载舞乐“宵”遥
本报定城2月19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春羽）2月19日晚上，由定安县
委、定安县政府主办的元宵游园活动和2019年定
安县元宵晚会在定安县定城镇沿江公园倾情上
演，丰富多彩的游园趣味活动和精彩纷呈的元宵
晚会吸引近万名市民前来参与。

当天19时，广大市民携老带幼汇聚在沿江公
园参加游园活动。猜灯谜、趣味套圈圈、欢乐吹

“元宵”、套活鸭、盲人敲铜锣等20多种妙趣横生、
参与性和互动性极强的游戏吸引了广大市民朋友
踊跃参加，每个游戏摊位前均排起了长龙。

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在猜灯谜区
域，市民们争先恐后地看谜面、猜灯谜，互相讨论着
灯谜答案。

据了解，元宵游园和文艺晚会活动是定安县
2019迎春系列活动之一。

定安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记者赵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正逢元宵佳节，赏
花灯、猜灯谜、文艺表演等庆祝活动精彩
纷呈，我省各大景区景点等旅游企业纷
纷推出民俗活动，“旅游+民俗”让我省元
宵节越“闹”越精彩。

在三亚，鹿回头景区开展“元宵喜乐
会”系列活动，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汇
成山上一片红色的海洋，在这片红色海
洋中，景区精心准备的“搓汤圆”“拜月
老”“猜灯谜”等丰富有趣的游戏环节，全

天候欢乐互动。为了让出行到三亚的游
客及三亚市民过一个祥和、有意义的元
宵佳节，南山文化旅游区推出主题为“南
山祈福 万家团圆”的文旅活动，南山寺
全体僧众在南山寺和海上观音圆通宝殿
举行祈福法会，共唱佛赞，祈愿世界和
平、国泰民安、万家团圆。值得一提的
是，今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亮十五
圆”。本年度“最大最圆月”于19日现
身天宇，与“元宵月”上演“巧遇”好戏。
在三亚湾中的西岛旅游区推出“我在海

上许个愿”“我在海上猜‘灯谜’”等活
动，游客在海上书房录制一个与阅读有
关的2019新年愿望并留下与海上书房
的合影，工作人员录制视频并进行后期
剪辑，参与海上书房的“猜谜”活动可以
获得西岛年历、阅读小卡片。海面静
谧，明月皎洁，游客在海上书房的书香中
共庆元宵。

2月19日，海口旅游新地标长影环球
100举行首届国际换花节，在继承海南传
统换花节习俗的基础上，推出舞狮摘青、

换花巡游、假面巡游、网红灯谜墙等汇集
“快乐、时尚、国际”元素的活动，十分热
闹，19日当天入园游客达到2.5万人次。

“火山口公期节”重要的一个环节“公期
宴”在火山口公园隆重开席，游客一边吃
公期，一边观看竹竿舞、琼戏、八音演出
及欢快的舞蹈歌曲，节日氛围浓厚。除
了猜灯谜、吃汤圆，海口电影公社的“夜
游”活动让游客在民国风建筑和旧时光
霓虹中，在集合各路“神仙”的元宵主题
大游行中，体验不一样的民国风闹元宵。

我省景区景点：

“旅游+民俗”，元宵更精彩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记者张期
望）2月19日，由海南日报与海口市旅游
委共同推出的“网红伴游，说走就走”海口
旅游体验活动进行到第二天，网红主播

“有妖气的小狐狸”上演“拼命直播妹”，满
满的一天，她直播杆几乎就没有放下来，
而围观她的粉丝一天竟达120多万人次。

“走进这里面，顿时让人有一种回到
上世纪初的味道。”当天上午9时，刚刚
走进海口骑楼老街，“有妖气的小狐狸”
立刻展开直播杆，向在线的网友展示海
口美景。一群穿着旗袍的游客款款走
来，网红主播也拿出手机拍照，向所在新
媒体平台网友展示自己所看到的美景。

“绝大部分没有被圈养，这里野生动
物真的很幸福。”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广西文艺广播主持人莉香高兴地说，
以前很多没有见过的热带动植物，这一
次在海南几乎全见到了。

当天下午，在游览完海口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后，体验团成员又前往海
口万人海鲜广场，感受海南海鲜之美。
让体验团成员最期盼的则是当晚府城换
花节活动。

“有妖气的小狐狸”继续上演“拼命
直播妹”剧情，一边闲逛，一边向网友介
绍海口府城换花节活动。“海口真的太美
了，不仅让我直播杆放不下来，也让我吸
粉无数。”在当天行程结束时，“有妖气的
小狐狸”如此总结道。

明天，体验团还将前往观澜湖电影
公社、海口日月广场深入体验。在体验
过程中，网红主播们将继续通过各自的
新媒体、自媒体平台为海口“打call”。

2月19日，“网红伴游，说走就走”
海口旅游体验活动走进骑楼老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网红主播：

海口太美
直播杆放不下来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 （记者计思
佳）今年的元宵节，不少海口市民发现，
少了以往喧闹的鞭炮声，也少了空气中
刺鼻的硫磺味，“电子鞭炮”成新潮流。
路上，市民自觉携带垃圾袋，换花活动结
束后半小时全城恢复干净整洁。这都展
现了海口的新文明、新风尚，展现了海口
人的幸福味。

19日15时30分许，海口府城的“装
马匹”巡游队伍从大园路、朱云路、忠介
路等路段经过，吸引了一波波围观的市
民。道路两侧，不少手举玫瑰花的年轻
人簇拥前行，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
中。为方便市民出行，府城片区部分街
道的垃圾箱、果皮箱被移走，环卫工给过
往市民发放垃圾袋，劝导大家不要乱扔
垃圾，绝大多数市民都能自觉遵守，所以
路面十分整洁干净，几乎看不到垃圾。

“海口经过‘双创’，实行严格的门前

三包制度，路边没了沿街叫卖的小摊贩，
槟榔渣、甘蔗渣、竹签等垃圾少了，市民
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让海口市京环环
卫公司环卫工彭红莲感到更加欣慰的
是，今年海口严格施行“禁燃令”，以往
鞭炮声震天的庙宇都改用电子鞭炮，“没
了以往喧闹的鞭炮声，也没了满地红纸
碎屑，我们的工作轻松多了！”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主任王绥臻
说，府城地区庙宇多，春节期间又是大家
集中到庙里拜公的日子，拜公放鞭炮已成
为大家的习惯。“既要禁燃，又要尊重大家
的习俗，今年我们街道买了近千份电子鞭
炮发放到各个公庙中。有的市民拜公的
时候，也自觉用手机放鞭炮声代替。”

人机协同清扫，让30分钟恢复道路
洁净的目标得以实现。23时40分，府城
换花节结束后，海口市京环环卫公司的
人员和机械立马上街投入工作。3名环

卫工并排站着，依次将人行道上的垃圾
“接力”扫至马路上。机械清扫车经过，
将垃圾全部吸进车内。随后，一辆辆白
色的小型清扫机开上了人行道，车底部
的喷嘴洒水，毛刷转动，路面上的灰尘、
污垢也随之消失。

“今年，我们在元宵节前已进行过全
真演练，在人行道上还新增了小型清扫
车，以不断提高保洁效率。在人员聚集
区，设置了42座环卫移动厕所，保障市
民、游客如厕方便。”海口市环卫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当天海口环卫部门参与元
宵节环境卫生保障的人员超过万人。其
中，重要点位保洁人员共计1780人；各
类车辆559辆。环卫保洁从23时40分
开始，至20日凌晨零时10分，保洁任务
结束，全面恢复常态化管理。今年元宵
节海口府城片区清理垃圾总量为约100
吨，比去年少50吨。

放“电子鞭炮”成潮流 街面30分钟恢复洁净

海口元宵节展现文明新风尚

2月19日，海口15家长者饭堂同时举办闹元宵活动。图为美兰区海甸街道办新
安社区长者饭堂内，老人欢聚一起吃汤圆。当天，海口长者饭堂供餐企业海口海南力
合泰食品有限公司为老人送出大礼包，从3月1日起，在保证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供给
长者饭堂的套餐价格由原来让利1元调整为让利3元，每份套餐价格为13元。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图/本报记者 张茂

头洋上村赛猪盛会祈丰年
本报临城2月19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舒婷）2月19日，在临高县东英镇头洋上村文
化广场，以“头洋上村、富美佳园”为主题的金猪拱
门闹元宵之赛猪盛会游园活动，处处洋溢着春新
猪壮的乡土气息。

头洋上村的元宵赛猪盛会，是当地村民过大
年祈丰登的传统习俗。相传早在明代，每年年初，
头洋上村的村民都会在年初精心挑选猪崽，几家
人合槽养猪。到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各家门口都摆出一两张八仙桌，祭拜迎福以祈求
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
此时，历时一年饲养的肥猪，则集中宰杀，敬天祭
祖，共享美食。

而今，这一民俗早已演变成了头洋上村独具
特色的赛猪盛会。元宵赛猪盛会不仅活跃了乡民
的生产积极性，也增添了欢乐喜庆的新年气氛。
作为临高县乡村旅游的热门村庄，头洋上村今年
吸引了近万名村民和游人前来闹元宵。

临高

长者欢聚一堂吃汤圆

本报海口2月19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钟南）猜灯谜、扎灯笼……2月19
日元宵节，省文体公园、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省图
书馆等多家省直文化单位举办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元宵节主题活动，让广大群众
在传统民俗中欢快闹元宵。

“这个我知道，快撕下来去兑奖”“麻
烦您给我写一张福字吧”……19日一早，
省文体公园广场上人头攒动。由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文联主办，省文体
公园管理中心、省体彩管理中心、省群艺
馆、省歌舞团等单位承办的“文体公园
2019年元宵节广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为大家带来了书法笔会、趣味游戏、体彩
体验等活动。猜灯谜、盲人击鼓、踢毽子
等不少元宵节传统项目吸引了大量群众

参加。30余位书法家在现场集体写福字
寓意“万福迎春”，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加油鼓劲。
值得一提的是，广场上还有太极拳等群众
体育项目表演，充分展示出海南人民的新
年新风貌。省体彩管理中心设置的体彩
品牌形象展示厅里不少市民购买“顶呱
刮”即开型彩票，希望新年行好运。

迎着海风猜灯谜、印年画，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为游客们带来了元宵灯
谜会、元宵木版年画拓印体验等诸多活
动，让大家在海洋风十足的博物馆里体
验传统民俗。

“况是上元佳节近，华灯万点看莲
孩”，省博物馆围绕这句出自宋代周必大
所著的《答欧阳宅之》古诗句，开展了“莲
孩诵读童谣”“巧手做花灯”等活动。孩

子们通过诵读与元宵节相关的童谣和诗
句，进一步了解这一传统佳节的历史。
不少孩子做好灯笼后，高兴地提着灯笼
争相拍照留念。

在省民族博物馆中，大家猜灯谜、做
金猪灯笼，感受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

夜色降临，省图书馆少儿部门口的
小广场上传来大家阵阵欢笑声。“我们的
节日·元宵节赏灯猜谜”吸引了不少家长
和孩子们前来参加。值得一提的是，当
晚活动现场悬挂的纸灯笼都是家长和孩
子们在白天亲手制作完成的。

多位文化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借助节日，举办
丰富文化活动，让“我们的节日”充满浓
浓温情，洋溢“中国风”，让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人心。

省直文化单位举办丰富活动

传统民俗里闹元宵

赏花灯 猜灯谜 看晚会

三亚各界举办
特色活动闹元宵

本报三亚2月19日电（记者徐慧
玲 林诗婷）包汤圆、赏花灯、猜灯谜、看
晚会……2月19日是元宵佳节，三亚各
区纷纷举办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市民游
客一道庆祝元宵佳节，鹿城处处洋溢着
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19时30分许，“夜赏元宵花灯 欢
乐共筑吉阳”的赏花灯、猜灯谜活动在三
亚临春岭森林公园举行。现场张灯结
彩，人头攒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
猜灯谜活动，赢取奖品。在三亚市大东
海广场，一片欢歌笑语，三亚市吉阳区美
丽乡村迎新元宵晚会在此活力上演。

海风拂面，灯笼高悬。晚上，三亚市
天涯区在三亚湾海月广场举办“天涯共
此时，花灯俏月圆”活动，也吸引着不少
市民游客前来赏灯、猜灯谜。

元宵节当天，三亚各景区、酒店也纷
纷推出特色活动闹元宵。在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3000余盏灯点亮园区，元宵节
庆猜谜、稻田赋诗等活动精彩纷呈。今
年1月开业的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
则推出了全天候30余场的国际街头演
出和花车巡游活动，共庆元宵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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