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孙发强——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报道

■■■■■ ■■■■■ ■■■■■

3月20日，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新闻发布会在海口
举行。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的“三月三”活动将以献礼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为契机，充分弘扬特区精
神，发扬创新精神，采取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引入社会办
节。会议还发布了“三月三”节庆lo-
go和吉祥物。

更加注重旅游推介
和招商引资

首先，节庆活动更加突出“爱”
的主题。“三月三”是黎族苗族人民
祭拜祖先、感恩祈福、歌颂爱情、颂
扬美好生活的传统节日盛会。今年
节庆将以“爱和感恩”为主题，进一
步传承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充
分展示民族风情风貌、弘扬民族和
谐团结进步。

其次，今年“三月三”在活动环节
的设置及开闭幕式表演除了突出民族
民俗文化，还创新融入了国际元素和
时尚潮流，同时致力于文化和旅游高

度融合，更加注重旅游推介和招商引
资。不仅仅是在主会场陵水，还有各
分会场市县，都打造了多条特色旅游
线路、网红景点和打卡地，努力做到以
节庆活动为媒，助推旅游产业和商贸
经济发展。

再次，今年“三月三”进行了整体
规划布局，在陵水规划建设了民族风
情街区，作为民俗特色旅游体验街
区，以“三月三”为契机，通过对旅游
街区的持续打造，吸引游客，集聚人
气，快速提升主会场承办地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三月三”节
庆活动举办后为当地留下能够传承
民族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拉动旅游
消费升级的项目，助力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

“三月三”节庆logo
和吉祥物发布

据介绍，“三月三”标志主体图
形以数字“3”和“爱心”为设计原形，
整个图形简洁、直观，又富有民族文
化特点。“3”的形象似人舞动，又如柔

美绸带，诠释了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
舞、热情开朗的品质。爱心突出了

“三月三”“爱与感恩”的主题。整个
标志以蓝色、绿色、紫色为主色调，蓝
色和绿色体现了大海和绿水青山，代
表了美好新海南，展现了海南改革开
放以来的发展新成就和寄予了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新期待，紫色象征多姿多
彩的海南民族文化。整个图案表达
了海南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同助力
美好新海南建设。

“三月三”吉祥物取名黎黎、苗
苗、鹿鹿。人物形象以动漫人物形
式展现，体现了年轻活泼和富有朝
气，寓意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生不息。人物着装根据黎族苗
族文化元素设计，服饰原汁原味体
现了黎族苗族服饰文化特色。鹿鹿
取自黎族《鹿回头》神话传说，进一
步挖掘和展示了海南少数民族文化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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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

4月2日

4月2日至4月4日

4月1日至4月7日

4月5日至4月7日

4月4日

4月7日至4月9日

4月7日

4月6至4月7日

4月6日至4月8日

4月7日至4月8日

4月7日

4月7日

4月1日至4月30日

4月13日至4月14日

活动项目

“三月三”主题文艺汇演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开闭幕式主题文艺晚会、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黎锦苗绣竞赛、

三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黎苗服饰走秀展演

第二届民族团结“大力神杯”足球邀请赛、台湾儋州中学生棒

球交流赛、主题文艺晚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竞技比赛及民俗

趣味体育活动

民族传统文化专场活动、民族民间体育竞技、苗族特色文化及

手工艺展、苗族文化体验、旅游推介活动

民俗趣味运动会、主题文艺晚会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原生态民歌比赛、民族特色食品品尝活

动、民族地区特色旅游推介、东方市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三月三”主题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传统苗绣展示、少数民族舞蹈表演、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民歌对唱

欢庆“三月三”展示活动和趣味活动

开幕式暨“三月三”竹竿舞比赛、黎族传承手工技艺演示活

动、黎族传承黎陶技艺展示活动、健身游园活动、民俗趣味体

育活动、特色商品美食一条街活动

民族体育活动、“三月三”文艺演出、非遗集市+技艺展示活动

主题文艺晚会、“三月三”黎苗文化旅游系列活动

主题文艺晚会、丰收祭典大巡游活动、长桌宴及民歌对唱、特

色商品美食展、乡村体育旅游活动、群众趣味性民俗体育竞技

活动

联欢会、体育活动、创业人士与海南少数民族学生交流座谈会

活动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

三亚市天涯区天涯海角景区

吉阳区鹿回头景区

儋州市文化广场、那大镇夏日广场康

德足球场、民族中学、各乡镇

琼海市会山镇苗绣文化广场、

会山镇粉车街、会山镇加脑村等

万宁市民族中学

东方市三月三广场、各民族乡镇

五指山市

屯昌县枫木镇琼凯苗村

乐东各民族乡镇

昌江文化公园广场

保突村黎陶体验馆

昌江兴业世纪广场

保亭县城七仙广场

琼中

白沙文化广场、南叉河两岸河堤、白沙

电子商务产业园、邦溪镇芭蕉村、七坊

镇高石老村、阿罗多甘田园综合体、阜

龙乡白准村、白沙茶园、那吉跑马场、

元门乡罗帅天涯驿站、白沙中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分会场活动日程表

2019年“三月三”活动将突出民族民俗文化，同时致力于文化和旅游高度融合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民族风情风貌

三月三LOGO三月三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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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翔浅底”的自由，是你我共同的守护
■ 李萌

对花式消费
不能过于追捧

■ 杨玉龙

来论

锐评
■ 付彪

“最严禁补令”当有最严执行力
时
事
图
说

师者不可太功利

微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近日，河南扶沟，网曝红卫小学
班主任让没订牛奶的学生站讲台上
看他人喝牛奶。有学生介绍：订奶
是200元1学期，老师硬是让订，还
有其他班级被罚，家长则称，若不订
奶有时老师会为难孩子。扶沟县教
体局回应称，罚站说法不实，已对涉
事教师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

“没订奶的站在讲台罚站，订奶
的坐下喝。”订牛奶明明是自愿的，
可一到喝牛奶，就成了彼此有别

了。如果事情属实，老师行为明显
太过功利，有损师德。退一步看，即
便如教体局所说，罚站说法不实，那
么，老师的做法也是欠妥的，难免对
孩子造成负面影响。这正是：

订奶班里坐，
没奶看人喝；
谦谦同学情，
相视无奈何！

（图/王铎 文/张成林）

违规排污，罚！3 月 21 日至 22
日，海口市水务和环保部门排查出，
绿地海长流六期及鲁能中心两个在
建项目、滨海新天地及海域阳光两个
住宅小区，存在污水接入市政雨水管
道向五源河排放现象。3月23日，水
务、环保和城管三部门对四家单位的
违规行为进行联合调查和立案处理，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单位最高处
罚50万元。

处罚一出，媒体连夜跟进报道，
群众拍手叫好。五源河湿地，一湾碧
水、满眼青翠，本是大自然给予海南

的生态大礼，然而这些企业在处理污
水时，图一时省事和眼前利益，不顾
后果，将污水管接入市政雨水管道，
对五源河生态环境造成直接破坏，污
染水资源、危害湿地内珍稀动植物，
侵害市民公共利益。毫无疑问，这些
企业为一己私利枉顾社会责任，实在
该罚！

在本次事件中，海口有关部门对
违法违规企业的处罚，除了罚款、整
改、吊销排水许可证之外，还责令其公
开道歉。24日，鲁能中心项目施工方
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海
口日报》上已发表致歉信。这些处罚
既从法律层面予以震慑，也在道德上
进行谴责，对更多企业也是一种警

示。值得一提的是，从发现问题，到作
出处罚，再到企业道歉……这些“动
作”几乎是在3日内一气呵成，不遮掩
不护短，直面问题、从严查处。这一过
程彰显了海口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
忍、严处罚的坚决态度。

水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方方面面，如基础设施的完善、监管
制度的加强、全民环保意识的强化等
等，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速成法，更不
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也因此，水
环境治理必须久久为功、常抓不懈。
在此次违规排污治理中，海口给全省
各市县做出了表率，展现了一查到底、
绝不手软的果敢，这正是有关部门职
责所在。但同时，我们也应明白，守护

绿水青山，不只是环境监管部门的事，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政府、
企业、群众，都是环境保护的主人翁，
都应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守护一湾碧水，严惩涉事企业，
海口此次行动正是海南生态环境保
卫战的一个缩影。在 2018 年 5 月召
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还给老百姓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的景象。”省委书记刘赐
贵反复强调，“任何影响生态环境的
项目，即使再多税收也坚决不上。”近
年来，海南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
项整治，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
制”“湾长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
体化保护，率先实施省级生态环境

机构改革，设立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海南打响污染防治
攻坚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据报道，2018 年，海
南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8.4%，地表水水质优良率为 94.4%；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2.1%。这些成
效，来之不易。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今年初
一部火爆大荧幕的电影《流浪地球》。
电影中，人类在最后关头拯救地球的
决心，以及为守护家园不惜一切的付
出，这些都深深击中观众的心灵。这
正是：环保千万条，防治第一条；全民
不行动，生态两行泪。“鱼翔浅底”的自
由，是我们共同的守护。

最近，一种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人围起来夸
奖一番的“夸夸群”走红网络，有人趁热打铁将其
明码标价做成了一门生意。记者调查发现，不仅

“夸奖”可以用钱买，一些网络平台上还有代喝奶
茶、代吃火锅等服务在出售。

伴随消费观念的多元化，一些意想不到且脑
洞大开的生意相继出现。无论是走红网络的“夸
夸群”，可以用钱买“夸奖”，还是一些网络平台出
现的代喝奶茶、代吃火锅、代撸猫，声称“能拍图拍
视频反馈，免去大家排队和长胖烦恼”“你下单，我
撸猫给你看，可以发照片和视频”等等，均迎合了
一定的市场需要。

以某平台的“代喝奶茶”为例，根据金额下单
支付后，对方就会去买一杯指定口味的奶茶，然后
录一段视频发给消费者。视频会讲述奶茶的颜
色、材料、甜度、香味等，并会显示当日时间。这一

“个性定制化”服务，迎合了想喝奶茶却又担心里
面奶油太多会发胖人士的需要。

虽然这些花式消费，借助网络力量可以红极
一时，但它们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消费模
式。正如有专家表示，“社交消费”新鲜、有趣、互动
性强，但社交话题和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多时
候只是游戏、跟风和炒作的产物。所以，对于花式
消费应冷静对待，尤其是参与者更不能沉溺其中。

同样，对商家而言，追求一时的热点话题虽可，
但也不能过于“投其所好”。一些花式消费能够走
热，除去年轻人的新鲜猎奇外，与商家借助新媒体、
新平台进行营销传播不无关系。不过，即便商家可
以从中赚到眼球，乃至成为吸金点，但也应明白，在
花式消费上孤注一掷，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而对消费者来说，面对市场中琳琅满目的花
式消费模式，虽可以参与，但也应注意尺度。以用
钱买“夸奖”为例，倘若过于沉迷，一方面会麻痹自
我，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问题解决。毕竟，自身遇到
的问题终还需回归现实去解决。即便是心情郁闷
借此纾解，倘若不注意尺度，甚至沉积于此，也将
产生负面影响。

如同专家所言，花式消费折射出消费的个性
化和多样化，人们得到的是精神方面的满足，更像
是花钱买一份“体验报告”。虽然类似的消费模式
还会出现，但笔者以为，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待之，切
莫当真或者盲目追捧，更不能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3月22日，长沙市教育局公布《长
沙市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
治方案》。“违规补课的教师一律给予
记过以上处分，年度考核按不合格处
理，5年内不得参评高一级职称。”“违
规补课被查处两次以上的教师，直接
取消其教师资格。”……方案包含一系
列严禁违规补课禁令，可谓长沙“史上
最严”。（3月24日《湖南日报》）

长沙出台“史上最严”违规补课禁
令，值得点赞。“禁补令”对在职中小学
教师违规补课的处理，直接跟其切身
利益挂钩，具体而实在。更重要的
是，把在职教师违规补课的处罚，同
学校、学校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联
系在一起，同时还公布了举报电话，
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举报，
力度不可谓不大。

近年来，各地的“最严禁补令”并
不罕见，包括教育部出台《严禁中小学
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
定》，划出了6条“红线”，可在实际执

行中却多成了“纸上最严”。在职教
师违规补课，从上到下，年年严禁，年
年禁不了，甚至还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喊得凶、抓得松”，必然让禁令落
空。公众期盼“最严禁补令”能严在执
行上，成为最严执行力的禁令。

不必讳言，过去在不少地方，对在
职教师违规补课的整治，往往是雨过
地皮湿，板子打不到具体人身上，或是
一阵风，时松时紧、抓抓停停。而对于
在职教师违规补课的处理，或碍于面
子、或为了本地升学率等，总是高高举
起、轻轻放下。这样一来，本不想进行
有偿补课的教师，也参与进去，致使违
规补课的教师越来越多。

“最严禁补令”要摆脱这种恶性循
环，必须要有最严执行力。严在执行
上，就要动真格、硬碰硬、不留情，对违
规行为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该纳
入师德黑名单的要纳入，该取消教师
资格的要取消，切实以最严执行形成
最严震慑，让“最严禁补令”成为不可
碰触的底线，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当
然，严在执行上，还须持之以恒，常抓
不懈，否则就会半途而废。

@新华微评：近日，一些地方因
为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等问题，被相
关部门通报批评。“拆真古迹、建假古
董”，打着保护的旗号，实则干着破坏
的事情，说到底还是对历史文物缺乏
敬畏之心，没有处理好文物保护和经
济发展的关系。保护文物，就是守护
民族的根与魂。治理急功近利的拆
真建假，让悠久文脉延续下去，才是
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法制日报：形式主义罪莫大
焉，安全生产不能只上墙不走心。这
些年，被化工园区包围的居民悬着的
心从未放下。严查事故发生原因，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让悲剧不再重演，
这才是对响水“3·21”爆炸事故最好的
说法，也是对当地居民最好的抚慰。

@新华网：如何应对“花式骗术”
对老人的“围猎”？如今，经常看到一
些老年人受骗上当的新闻。每个人
都将老去，如何从制度层面堵漏洞、
补短板显得迫切。然而，无奈的是，
伴随着行骗者的不断做大和专业化，
我们的应对之策却始终未能形成合
力。跨部门的协调治理，以及日常
化、下沉化的防骗教育等等，一直远
远滞后于骗术的升级迭代。（张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