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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对国道G361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
改建工程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国道G361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改建工程施工的需要，现对
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管制方式:
1.实施分阶段、半幅封闭施工，另半幅双向交替通行，封闭施工

作业区不超过2公里。
2、各桥涵拆除重建路段封闭施工，经过该路段的机动车辆请按

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指示标志绕道行驶。
3、沥青路面施工路段每两公里进行封闭施工，经过该路段的机

动车辆，请按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绕道行驶。管制时间:2019
年3月10日至2021年5月30日。届时请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按
照管制路段设置的交通标志、或按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安全通
行。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尽情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琼中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交警大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琼中公路分局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白沙公路分局
2019年3月6日

项目编号：
HNTH-2019-000004海南核电基地消浪及拦污项目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
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海洋与渔业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海南核电基地消
浪及拦污项目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
低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三、公
告期：2019年 3月 8 日至2019年 4 月 9 日。四、保证金缴纳及报名
截止时间：2019年 4 月 9 日17:00（以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
名称：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国兴大道支行，银行账号：46001002537052506530。

五、挂牌期报价时间：2019年 3 月 8 日08:00至 2019年 4月 11 日
上午 10 :00。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
（http://zw.hainan.gov.cn/ggzy/）六、挂牌现场会时间及地点：挂
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 4月 11日上午10:00；挂牌现场会地点：
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
室。七、联系地址、联系方式：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
层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68582500

海南核电基地
消浪及拦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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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昌江县海尾镇
塘兴村海南核电工
程基地附近海域

13.2068（其中非透水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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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钰：
您于2018年12月21日向我委报来《关于保障林子钰用地权

益的意见书》，对我委正进行公示的《文昌商贸物流园控制性详细
规划局部修改论证报告》（以下简称《论证报告》）提出异议。《论证
报告》批前公示于2019年1月4日期满。经我委研究，于2019年1
月31日对您提出的异议做出答复（《文昌市规划委员会关于保障
林子钰用地权益的复函》文规函〔2019〕163号）。自发文之日起至
今，我委多次联系您，您均未领取文件且未提供邮寄地址。现将我
委函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林子钰宗地土地证证载使用权类型为工业、综合用地，根
据文昌市城市规划委员会47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文昌商贸物流园
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论证报告》，文昌商贸物流园规划范围
内未规划工业用地，建议由文昌市国土资源局对该宗地评估后收
回。二、如您有意向继续参与该片区开发建设，可参与该区域内土
地公开招拍挂。三、您有权自收到本文之日起5日内向我委陈述、
申辩或申请听证，逾期不陈述、申辩或不申请听证的，视为放弃陈
诉、申辩或听证权利。四、我委将于2019年3月8日通过文昌市人
民政府网站公告、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将我委答复意见告知您，
敬请关注。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委将视为复函送达。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保障林子钰用地权益复函的公告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3月8日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经典故事，全新演绎。3月7日
晚，由上海歌舞团带来的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
对经典题材别具一格的诠释引来了海
南观众们的热烈反响。

近两年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上
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海南省歌舞
团、上海歌舞团等文艺院团积极推动，
让越来越多来自两地的文艺作品互访
演出。特别是2018年4月，海南全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以来，琼沪两地之间的文艺交
流日益频繁，为海南的文艺创作带来
新的思路。

为时代抒写 为人民创作

上海歌舞团团长、两部舞剧的制
作人和艺术监制陈飞华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舞台作品的创作在上海歌舞团
已形成常态。

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上
海歌舞团坚持与时代同步伐。2014
年，由上海歌舞团创作的《朱鹮》首演，
引来了观众热捧。据介绍，至今为止，
《朱鹮》已在国内外演出近250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借此作品呼
吁人类作出反思。”

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作
品，《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一代人的
红色记忆。“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上海。
上海是一个充满红色基因的地方，所
以，这次我们选择了这个经典红色题
材，以讴歌英雄的作品献礼新中国70
周年华诞。”陈飞华说。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
颜色。为了让年轻一代感受几十年前

“同龄人”为伟大革命事业的奉献，创
作团队在经过搜集材料、采风工作后

打造了这部更加符合现代审美和观赏
习惯的作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创作团队
希望年轻观众通过这部作品认识到英
雄不是“空灵”的，也以此认识到新时代
下，他们所肩负的责任。让艺术作品真
正做到“育新人”，创造社会效益。

两大歌舞团作为两地文艺事业的
重要推动力量，以好作品记录时代发
展，回馈人民。2018年10月，由海南
省歌舞团创排的舞剧《东坡海南》赴上
海参加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独特的海南元素彰显了海南文化
自信，以精良制作给上海这座国际大
都市的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得到上
海文艺界人士好评。眼下，剧组正在
加紧对作品的打磨提升，将于5月赴
上海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角逐
文华奖。

“海南省歌舞团近年来创作了《东
坡海南》等多部作品，充分展示出海南

省委省政府对于文艺事业的重视与投
入，也让我们看到这里文艺事业的新
风貌新气象。”陈飞华特别肯定了海南
省歌舞团院团、剧场和附属芭蕾舞蹈
学校“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他认
为，歌舞团要借助这一优势，讲好海南
故事，推动海南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
荣发展。

借宝贵机遇开展深入合作

2014年，《朱鹮》在上海首演后，
上海歌舞团将海口作为国内巡演的首
站。2018年12月，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在上海试演，获得各界好评；此
次，上海歌舞团再度将海口作为上海
以外地区的首站演出地。

“两个兄弟院团建立了非常好的
合作基础和深厚的情谊，我们特别高
兴能够带着最新的作品与海南观众分
享。”陈飞华说。

多次赴沪演出，积累宝贵经验，海
南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说：“不仅是在
文艺创作上，在剧院管理、项目国际推
广传播等工作上，上海的文艺院团拥
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在彭煜翔看来，上海歌舞团此次
来琼演出是两地借自贸区间的合作，
在文化交流上的进一步延续与深入。
两地剧目的交流带来的是人才上的互
通、优势上的互补，经验上的分享。一
项项具体的工作让两地文化合作交流
落在实处。

海南正全力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上海作为国内自贸区建设水平最高
的地区之一，向海南输送了不少宝贵
的经验。在陈飞华、彭煜翔两位团长
看来，自贸区建设让两地的合作更加
频繁和深入，也为两地文艺院团搭建
了重要交流平台，他们将以实际行动推
动双方文化往来，促成更多合作。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上海歌舞团携两部佳作为海南观众再现经典

自贸区建设推动琼沪文艺深度交流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尤梦
瑜）暗色调的舞台灯光映衬出诡谲的
谍战气氛，观众们随着紧凑的舞剧节
奏细细品味着各色人物，主角李侠的
英雄形象在人性的至真与革命的无私
间激荡而成。3月7日晚，2019年精
品剧目惠民演出系列活动之一——上
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海
南省歌舞剧院上演。一代红色经典题
材在具有当代艺术风格的演绎中，以
更富时代感的叙事带领海南观众回味
英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末，电影《永不消
逝的电波》红遍大江南北。电影以烈
士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上世纪
30年代，李侠乔装成“湘绣商人”与纱
厂女工何兰芬假扮的“太太”潜伏在上

海敌占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最终李侠为了及时发出电报而为革命
事业英勇献身的故事。

不同于电影中的“湘绣商人”，舞
剧中李侠的职业更具时代特征。主创
人员将他在剧中的角色设定为报社编
辑，使人物更具职场特性。

为了吸引年轻观众群的关注，主
创团队借助光影变幻与富有节奏感的
音乐加重了舞台上的谍战氛围，增加
紧张悬念。同时加快叙事节奏，令舞
剧释放出比电影更大的信息量。

“为这部经典红色题材作品赋予
更多时代色彩，是为了让今天的青年
观众们通过它更好地体会红色文
化。”舞剧总编导韩真、周莉亚介绍。

除了突出时代性，团队也在追求

艺术性。舞美、服装、灯光等都极具艺
术风格。以服装为例，据舞剧导演韩
真、周莉亚介绍，为了达到最佳呈现效
果，服装团队奔赴全国多地搜寻面料，
让一件件服装也成为能够反映人物个
性、时代特征的一大亮点。

音乐中夹杂着街头叫卖的歌声；
舞台上的石库门、里弄、街头、报馆，以
美学角度呈现的“上海味道”引人入
胜。身着旗袍的舞者们身姿婀娜，道
出沪上风情。

该剧是上海歌舞团此次来琼演出
的剧目之一，3月12日和13日，上海
歌舞团还将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演出舞
剧《霸王别姬》，公众可前往歌舞剧院
售票处或通过关注“海南省歌舞剧院”
微信公众号购票。

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琼上演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印度影展23日展映

本报三亚3月7日电（记者孙婧）海南日报
记者7日获悉，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新年第一批展
映“2019美丽亚洲之印度”春季影展，将于3月23
日至4月6日，在三亚、博鳌、海口、琼海、儋州、五
指山等地多家影城，同步放映10部印度佳片。

此次影展的开幕影片，是许多中国影迷耳熟
能详的80年代经典印度电影《大篷车》。影片讲
述富家女在经历其父被陷害和丈夫的背叛后，假
扮乡下姑娘，藏身于流浪吉普赛大篷车中伺机复
仇的故事。其主题曲和插曲：《大篷车》《爱的旅
途》《啼笑皆非》，都曾在1980年的中国传唱一
时。本片将在三亚大东海广场免费放映。

除此之外，影展还将放映9部口碑之作：《学
魔》《巴里亚》《科拉尔金矿》《五卢比医生》《死亡的
回音》《无所不能》《乡村摇滚女》《一个母亲的复
仇》《方寸之爱》。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在
银幕上与内地观众见面。其中《五卢比医生》讲述
了医生和魔术师联手揭露印度医疗系统腐败的问
题；《无所不能》讲述了一个男人，在警方不作为之
下独自复仇的故事；《方寸之爱》则反映了印度年
轻人为买房而假结婚的现象。

主办方表示，此次影展以印度电影“打头阵”，
意在让国内观众一饱眼福，同时也推动中印电影
人加快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为实现“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
业链”的目标，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影节”，海南省
政府、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策划承办了“美丽亚洲之
印度”春季影展，作为电影节“四季影展”的首个亮
相单元。更详细的展映信息，可通过关注“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官方微信、微博获取。

海口冼夫人文化节12日举行
活动期间首次使用电子鞭炮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海南日报记者从3月7日举行的2019年
（第十八届）海口冼夫人文化节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本届文化节将于3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龙华
区举行。除十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外，文化节期
间将首次使用电子鞭炮，同时，在海口的外国留学
生和外籍人士将组成方阵参加装军巡游活动。

据了解，本届文化节主会场设在龙华区新坡
镇冼夫人纪念馆，同时在城西镇、遵谭镇和中山街
道设置了3个分会场。秉承“人文军坡秀，魅力新
坡游”的理念，组委会在文化节期间将举办多达
50场次的民俗活动、文体活动等。

图为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