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 三 月
三”活动以“爱与感
恩”为主题，主 会
场 活 动 将 于 4 月
6 日 — 9 日 在 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和
五 指 山 市 举 办 。
据 介 绍 ，在 陵 水
主 会 场 ，包 括 民
歌 对唱、竹竿舞大
赛、传统体育竞技
和趣味活动、黎锦
苗绣技艺展示及比
赛等将精彩上演；
在五指山主会场，
2019年的祭祀袍隆
扣大典将于 4 月 7
日在水满乡黎峒文
化园举行。

以“爱与感恩”为主题，主会场活动将于4月6日—9日在陵水五指山举办

海南“三月三”主会场活动亮点纷呈

在日前召开的2019年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新闻发布会上，陵
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陈春梅介绍，今年

“三月三”，陵水主会场的主题是“爱与感
恩”，“爱”是指美好浪漫的爱情以及人们
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感恩”是指要感
恩党、感恩祖国、感恩祖先、感恩大自然。

活动从4月6日开始，直至9日结
束，共历时4天。活动内容丰富，形式新
颖，通过整体营造浪漫氛围，增加爱情主
题活动，突出“三月三”作为黎族苗族青
年男女相知相会相爱传统节日的重要意
义。除了让参与者感受和体验到海南黎
族苗族传统文化以外，陵水还将爱国爱
故乡、爱家爱亲人的新时代“三月三”精

神贯穿其中，进一步弘扬兼收并蓄、相互
依存、相互亲近的民族融合发展氛围，唱
响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活动范围广

陵水以县城主会场为中心，在乡镇分
设了坡村、大里、香水湾、清水湾等分会
场，活动辐射陵水全域。通过在分会场
举办红色主题、黎族苗族文化主题、乡村
休闲游、乡村旅游采摘等系列活动，让全
县的百姓更多地参与到“三月三”活动中
来，充分带动全县庆祝“三月三”的活动热
情，让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和团结奋进的
民族精神传递到全县的每一个角落。

活动内容多

陵水在县城的主会场策划了一系
列民族、民俗文化等共21项精彩活动，
乡镇分会场策划5项活动。民歌对唱、
竹竿舞大赛、传统体育竞技和趣味活
动、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比赛将依次
上演。参赛队伍来自全省各市县和陵
水各乡镇，大家一起交流技艺、相互学
习、共同提高，为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和
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晚会规格高

在开幕式和闭幕式晚会上，陵水

将以“爱与感恩”为主题，以黎族苗
族歌舞为载体，融合爱情、感恩、欢
聚等元素，邀请知名导演执导演出
和聘请知名制作团队对现场视觉效
果进行包装设计。活动还邀请了深
受群众喜爱欢迎的吴碧霞、侯丽娟、
汤子星等歌星倾情献艺，整台晚会
以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了民族文化
的独特魅力，彰显了团结友爱的民
族自信，展现了黎族苗族同胞十指
相连齐筑中国梦、万众一心迈向新
征程的美好愿景。

动与静相结合

陵水还设计了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展和民族书画展等静态活动，通过
图片呈现、书画描绘等方式，充分展
现陵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和促进
民族文化繁荣、民族和谐发展的实践
成果。另外，陵水还创新设计了“图腾
迷宫”文化体验。设计灵感来源于黎
族传统文化中的图腾符号，将图腾的
形状以建筑迷宫的形式再现出来，以
黎族文化知识作为解谜通关。旨在将
黎族文化和迷宫游戏结合起来，使游
客在游玩中增长民族文化知识、体会
民族文化魅力。

促进民族文化发展

陵水抢抓时间启动了黎苗风情
商业街项目建设，不仅能够满足主
会场的配套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
陵水城市功能配套。主办方将在
民族风情街开展民族美食评比、米
酒调酒大赛、黎锦染织体验等 8 项
活动。

届时将推出民族商品、扶贫产
品等，亮点十足，值得期待。在“三
月三”活动结束后，民族风情街将成
为展现陵水特色黎族苗族文化的一
个重要窗口，成为中外游客走近陵
水、走近黎族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五指山主会场
乐舞告祭内容丰富

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主线

五指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黄国奇介绍，袍隆
扣是黎族人民的祖先神，也是黎族人民精神的寄
托。经省政府研究决定，从2014年开始，每年
的黎族苗族“三月三”传统节日增设黎祖祭祀项
目，并将祭祀活动场所固定在五指山市黎峒文化
园举办。

祭祀袍隆扣大典举办5年来，黎峒文化园基
础设施与祭祀活动的仪式和流程不断完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每年“三月三”的黎祖祭祀大典，
已经成为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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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2019年的祭祀袍隆扣大典主要分为7个步
骤：号角迎宾、介绍嘉宾、宣布开典、鸣鼓告祭、恭
读祭文、乐舞告祭、拜谒黎祖。

乐舞告祭内容的创作班底是我省研究少数民
族文化的艺术专家和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专业编
导。乐舞使祭祀仪式感，庄严、庄重感更加震撼。

乐舞告祭内容的创作班底曾扎根五指山多年，
创作、改编了大量黎族苗族传统歌舞剧。今年的乐
舞告祭采用五场集体舞展示一个大黎族的理念。
整个乐舞告祭以黎族传统祭祀舞《共同舞》等祈福类
舞蹈为基础，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主线，力求思想内容
和艺术形式高度统一，更好地表达黎族人民对祖先
的崇敬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今年，五指山市计划邀请新媒体对祭祀袍隆
扣活动进行网络直播，让祭祀袍隆扣活动的内容
更快速、更直观地传播出去。

陵水主会场
整体营造浪漫氛围 增加爱情主题活动

亮点 1

亮点 2

亮点 4

亮点 5

亮点 3

亮点 1 专业的演出团队

内容丰富亮点 2

将网络直播亮点 3

2018年“三月三”节庆活动掠影。省民宗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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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群众参与度高

据了解，今年的“三月三”活动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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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活动开幕还有一周，前期的筹
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为了
让今年的“三月三”活动有一个华丽的
开场和圆满的结束，陵水在开幕式和闭
幕式的晚会上颇费心思。“本次活动的
晚会，我们邀请了知名导演执导，聘请
知名制作团队对现场视觉效果进行包
装设计，希望能给领导嘉宾以及市民游
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卓明新表示，

包括舞台搭建、展位搭建以及演员安排
在内的所有准备工作将在4月4日前全
部就绪。

自 2008 年由省政府主办黎族苗
族海南“三月三”节庆活动以来，海南
各民族市县相继举办主会场活动，活
动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充实、不断创新，
民族特色、地方特色更加突出，更加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海南“三月三”节
庆活动越来越红火，受到省内外的普
遍关注，群众自发参与的积极性越来
越高。

据了解，在今年的“三月三”活动
中，陵水启动了民族风情商业街项目建
设，届时将在此开展民族美食评比、米
酒调酒大赛、黎锦染织体验等 8 项活
动，这8项活动由全省各县市的群众自

愿报名参加，据统计，目前报名人数已
超过800。

打造靓丽名片
助推招商引资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今年“三月
三”活动在突出民族民俗文化，融入创新
元素的同时，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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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明新介绍，此次活动政府首次尝试市
场化运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放开广
告招商，借助活动的影响力，助力企业品
牌的建设与推广。

此次活动中，陵水规划建设的民族
风情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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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风情街区，我们设有农夫
集市、美食集市和浪漫街区等多个区
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卓明新表示，在农夫集市中，陵水还紧
密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搜集农户和贫
困户的产品进行展销，带动消费，助力
贫困户脱贫。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三月三”活
动中，陵水还将开设爱与感恩游、黎族
苗族风情游、民族文化体验游等多条
乡村休闲游线路以及乡村旅游采摘活

动。“我们不仅希望本地的市民参与到
活动中来，还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岛
外游客，共同感受海南独特的民族风
情。”卓明新说。

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

漫步于民族风情街区，品尝海南美
食，在农夫集市上挑选各种农副产品，欣
赏生态民歌对唱，或者还可以来一次刺
激的图腾迷宫之旅，又或者在陵水河畔
划龙舟、独竹漂……此次的陵水“三月
三”之旅，注定是一场浪漫之约。

“爱有大爱和小爱，小爱是爱情，大
爱是民族之爱、国家之爱，而感恩则是感
恩党对黎族苗族同胞的关心和厚爱，围
绕着这个主题，今年我们增加了一些新
的节目。”卓明新说，今年“三月三”陵水
主会场活动也将充满着爱意。

4月9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香水湾
婚纱摄影基地将会举办一场黎族婚礼。
据悉，这也是此次“三月三”陵水主会场
活动的亮点之一。届时，将有30对新人
穿着黎族服饰，按照黎族特有的风俗习
惯举行婚礼。

为了增加此次活动的文化氛围，在
陵水主会场活动中，还设计了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展和民族书画展等活动。创新
设计的“图腾迷宫”将黎族文化和迷宫游
戏结合起来，使游客在游玩中增长民族
文化知识、体会民族文化魅力。

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的坡
村是陵水知名的革命老区。这里不仅
有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还有着优越的
自然生态条件和特色鲜明的黎家风情。

近年来，陵水将坡村设为示范点，以
红色革命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坡村旅游
业。“在活动的旅游线路中，我们设计了
一条红色文化体验游线路，游览坡村红
色主题公园。今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借助‘三月三’活动契机，
弘扬红色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教育和宣传。”卓明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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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之名，赴一场浪漫之约

“三月三”即将拉开帷幕 陵水邀您共度佳节

优美动听的民歌对唱、丰
富多彩的趣味活动、别具一格
的黎锦苗绣技艺展示……每
年的农历三月三，是海南黎族
苗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黎
族苗族人民祭祀祖先、歌颂爱
情、庆贺新生、祈福丰收、赞美
生活的传统佳节。

今年的“三月三”主会场
活动将于4月6日至4月9日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五指山
市举办，海南13个市县也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分会场活动。

“这是陵水第三次作为
主会场举办‘三月三’活动。”
陵水民宗委主任卓明新表示，
今年的“三月三”活动，陵水在
展示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新鲜元
素，让市民游客能够充分感受
到海南的民俗风情。 黎族特色竹竿舞。

黎族民歌对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