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人共庆“三月三”

本报金江4月7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王家专）4月7日上午，
澄迈县仁兴镇新兴苗村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以“弘扬民族文化 展示
黎苗风采”为主题的澄迈县2019年
黎族苗族传统“三月三”节庆活动正
在这里举行，吸引了万余名游客与
当地群众同庆“三月三”。

舞蹈表演《六黎山歌》拉开了文
艺演出的序幕，舞蹈表演《春雨来到
我们苗家》《风酥雨忆仁兴情》《歌漂
山水间》《彩环舞》、歌曲演唱《三月
三》等节目精彩纷呈。除了文艺汇
演，现场还有拔河比赛、套鸭子、蒙
眼敲锣等系列民俗趣味竞技活动。

澄迈

2000件黄花梨亮相

本报八所4月7日电（记者刘
梦晓）4月7日上午，第五届海南东
方黄花梨文化节暨2019年东方市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
（以下简称“两节”），在东方市三月
三文化生态公园开幕。

本届东方黄花梨文化节以“感
恩花梨情·醉美三月三”为主题，共
设置黄花梨工艺品展等5大主题活
动。作为“两节”的重要内容，以“花
梨情·东方美”为主题的黄花梨工艺
品展于6日至7日在东方山海湾商
业街开展。现场共设15个展馆，展
览面积1300多平方米，2000多件
黄花梨工艺品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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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李景欣女士：

2007年10月14日，你受我公司委托处理我公司在青海洋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股分红事宜。自受委托后至今，你一直未将受托事

项处理情况回复我公司。根据青海洋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

情况说明，你已于2007年10月18日从该公司领取了退股分红的股金

人民币200万元及红利20万元，合计220万元整。现我公司郑重通知

你：请你务必在2019年4月12日前将人民币220万元本金及该款期

间的利息人民币197.8598万元（注：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五年

以上期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07年10月18日起至2019年4月

12日的利息）合计人民币417.8598万元交还我公司。请将款项付至：

户名：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华宝支行；账号：

265005746509。否则，相关法律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海南忠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日

（注：李景欣，江苏南京人，身份证号码320106XXXXXX2469）

关于催促李景欣交还我司资金的通知

在微信群里辱骂烈士

一男子被三亚警方刑拘
本报三亚4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 特约记

者罗佳）近日，一位微信名为“华仔”的网民，在三
亚某微信群中发布多条辱骂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
县本号镇救火烈士唐博英的言论，引起广大网友
强烈愤慨和谴责。发现该信息后，三亚警方高度
重视，迅速展开调查。海南日报记者4月7日从
三亚市公安局获悉，三亚警方于4月6日晚22时
许在广东省汕头市将黎某（男，31岁）抓获。目
前，黎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三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每一位
网民都应对自己的网上言论负责，对于公然发布诋
毁辱骂英雄不良言论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惩处。

文昌新型职业农民
休闲旅游培训班结课

本报文城4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张琪皎）为期15天的新型职业农民休闲旅游培训
班日前在文昌市圆满结课，文城镇坑美村村民为
此特别举行文艺晚会表达感谢和庆祝。

此次培训班由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所主办，
文昌市农业局、文城镇和文城镇坑美村委会等协
办，邀请了海南大学、海南省胡椒协会、海南省农
业农村厅休闲农业处、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加工设计研究所等具有教学研究及实践经验丰富
的专家教授、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到场授课。

授课以理论学习、参观考察和生产实践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内容涉及乡村振兴下的海南休闲
农业发展、海南农庄发展概况及内涵挖掘、农产品
质量安全、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模式、胡椒栽
培及加工技术、槟榔产业发展与加工技术、热带果
蔬加工方法及现代加工技术等。

文城镇坑美村村委会主任王明浩说，受训村
民均表示获益匪浅，为感谢专家授课，同时庆祝培
训课程圆满结束，村舞蹈队精心准备了歌舞节目，
晚会举办当天，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

“举办此次培训班旨在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
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重要途径，以服务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为导向，以满足农民需求
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重点，根据乡村振
兴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分层分类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发展壮大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培训班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成立两个火山荔枝专家服务团

指导果农加强荔枝管理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近期，海

口火山荔枝进入挂果期。海南日报记者4月7日
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海口决定成立两个火
山荔枝生产管理技术指导专家服务团，以加强荔
枝生产、管理，提高产量和品质。

专家服务团成员由海口市农技中心研究员、
省农科院果树所研究员、各镇农业服务中心农艺
师等人员组成。根据要求，技术专家服务团深入
荔枝种植基地开展技术指导工作每周不少于两
次。专家服务团要根据荔枝生产不同阶段的特点
及问题，及时发布技术指导措施指导生产。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赵优）
清明小长假恰逢海南黎族苗族同胞传
统节日“三月三”，外出旅游、踏青赏花、
庆祝节日成了我省市民游客度过假期
的首选。得益于我省丰富多彩的节庆
活动和旅游产品，我省旅游市场特别是
周边游、短途游人气火爆，各大景区景
点及乡村旅游点迎来客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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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三”主会场陵

水黎族自治县，除了丰富多样的活动
内容，当地推出坡村红色印记文化体
验、本号镇大里黎苗文化主题系列活
动、英州清水湾乡村休闲系列活动、
乡村旅游采摘系列活动等多条特色
旅游线路，让游客全面体验陵水特
色，感受节日氛围。于4月7日举行
的五指山主会场的祭祀袍隆扣大典
表达了黎族人民对祖先的崇敬和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吸引众多
游客前往观赏体验。

为配合清明小长假及“三月三”，
我省南山文化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蜈支洲岛旅游区、海
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分界
洲岛旅游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鹿回头风
景区、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等景
区纷纷推出“海南人游海南”优惠活
动，并推出特色晚会和民俗活动等，
提升游客体验。

正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我省各

地迎来家庭游、亲子游出游高峰，短
途游、周边游成为主流。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呀诺达、槟榔谷等景区
游人如织，人们在雨林踏青寻春探秘
赏奇，体验踏瀑戏水、高空滑索、悬崖
观海秋千等特色项目，观看《槟榔·古
韵》演出，体验民族扎染等，不亦乐
乎。正逢黎乡白沙绿茶吐新绿，4月
6日，500多名岛内外游客来到白沙
绿碧峰茶园、五里路茶园踏青游览、
采茶制茶，在邦溪镇芭蕉村和当地黎

家人吃长桌宴品山兰酒，体验“三月
三”的古老民俗和黎乡风韵。

与此同时，得益于海文大桥的开
通，文昌市铺前镇涌入大量客流，人们
逛老街、品美食、观渔港，享受假期时
光。趁着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
的余热，琼海市博鳌镇的沙美村和南
强村也迎来了大量客流。在农家院落
式的花房咖啡屋喝杯咖啡、在田园里
的农家乐品味地道农家菜……游客徜
徉其中流连忘返，尽享春日盛景。

本报五指山4月7日电（记者
贾磊 通讯员黄文华 刘钊）4 月 7
日，农历己亥年三月初三，海南黎族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祭祀袍隆扣
大典在五指山市水满乡黎峒文化园
举行。

今年的祭祀袍隆扣大典分别
有击鼓鸣锣、吹号鸣炮、敬献花篮
并行三鞠躬、恭读祭文、念诵袍隆
扣颂、乐舞告祭、拜谒袍隆扣等 7
项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祭祀大典开始
前，全体人员肃立向四川凉山救火
英烈们，特别是优秀黎族子孙唐博

英烈士默哀一分钟。
当天上午9时，随着迎宾号角的

吹响，嘉宾入场。伴随着己亥年三
月三祭祀袍隆扣大典正式开始，嘉
宾们先后向袍隆扣敬献花篮。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感
觉非常震撼，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
民族融合大繁荣的盛景，以及我们
黎族苗族同胞日新月异的变化。”来
自广西的游客陈阳说。

在舞台区，伴着数百位男子吹
响牛角号声，与会嘉宾进入观众区
落座，一场祭祀舞蹈拉开了大典的
序幕。在观众区数千名黎族苗族同

胞身着节日的盛装，从省内外赶来
参加祭祀活动。

祭礼告成后，拜谒圣祖。全体
祭祀人员分批次从广场前往大殿参
加祭拜活动，敬献彩虹带。

据了解，袍隆扣是黎族人民世
代相传的人文始祖，是黎族人民的
精神寄托。黎峒文化园的定位是

“一园三地”即：黎族人民的精神家
园；黎族人民祭拜祖先的圣地；展
示、研究、传承黎族传统文化的基地
以及黎族文化、五指山名山、热带雨
林相结合的旅游观光圣地。经省政
府同意，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黎族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增设黎祖祭
祀项目，并固定在五指山市黎峒文
化园举办。

祭祀活动所彰显的是黎族百姓
表达孝忠祖先，效忠祖国，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奋
斗的决心。近年来，祭祀活动影响
力越来越大，每年“三月三”的黎祖
祭祀大典已经成为海南150多万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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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指山市旅游发展注入了新
的文化元素。

乡村游受青睐
本报三亚4月7日电（记者徐

慧玲）今年清明假期最后一天恰逢海
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三亚
旅游需求旺盛，乡村旅游备受青睐。

清明小长假期间，三亚各大景
区、酒店等紧扣清明节踏青游和传
统节日“三月三”主题，推出形式多
样的活动，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供
给。据统计，截至4月7日17时，清
明小长假三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
点共接待游客7.54万人次，同比增
长4.64%。

4月6日晚，繁星·民谣音乐会活
动在中廖村内举行，200余名市民游
客相聚中廖村，享受惬意的田园生
活。当天，2019年三亚市庆祝海南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民
族传统体育竞赛在天涯海角景区举
办，现场设置了攀藤摘花、攀爬椰子
树、顶棍、挑担过独木桥等传统趣味
性体育竞赛项目以及黎锦苗绣竞赛、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活动，吸引近
千名市民游客前来观看体验。

此外，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鹿回头等
景区分别推出2019年“三月三逛湾
节”特色活动和多项优惠措施，提升
景区吸引力，让市民游客感受独具
魅力的琼岛民俗文化。

举办传统文化节
本报嘉积4月7日电（记者丁

平 特约记者陈德君）4月7日，“携手
并进 共奔小康”2019年第七届琼海
（会山）“三月三”黎族苗族传统文化
节在会山镇苗绣文化广场举行。

大型舞蹈《赞歌新会山》拉开了
文艺演出序幕。随后，《三月欢歌》
《共描会山新画卷》等充满民族特色
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了少数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和风情习俗，也表达
了少数民族同胞的美好心声，为在
场的观众献上了丰盛的文化大餐。

据介绍，过去一年，琼海市在推
进会山镇等民族地区团结进步方面
取得了可喜成绩，“三月三”节庆文
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加脑村被
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
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
会山黎苗风情小镇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明显提升。

刮起“最炫民族风”

本报营根4月7日电（记者李
梦瑶 通讯员陈泽汝）4月7日，2019
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会场活动开
幕，轮番上演的系列活动让这座山
水小城刮起一阵“最炫民族风”。

当天上午，一场海南黎苗服饰
展示暨走秀活动在琼中三月三广场
拉开帷幕，百余名黎族苗族妇女现
场展示黎锦编织、苗衣绣制过程。
广场的另一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
及民俗趣味体育比赛正在火热进
行。当天20时，“三月三”开幕式主
题文艺演出晚会的上演，将整个县
城的狂欢氛围推至高潮。

琼中

拳王争霸赛开打

本报牙叉4月7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4月6日晚，作
为白沙黎族自治县“三月三”节庆主
题活动之一，2019年“白沙杯”第一
届全国拳王争霸赛在白沙文化广场
月亮湖畔开打。

当晚，来自国内各省区市以
及团体的优秀拳击队员轮番上
台，分别角逐女子 57 公斤、81 公
斤，以及男子56公斤、60公斤、69
公斤、75 公斤共计 6 个公斤级的
冠军，一场场精彩赛事也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值得一提
的是，拳击队员们还与现场观众
进行了趣味互动。

白沙

清明节、“三月三”两节叠加，我省节庆活动和旅游产品丰富多彩

踏青寻春正当时 短途出游受热捧

关注“三月三”

祭祀袍隆扣大典举行

琼海

五指山

“三月三”秀技艺

4月6日，三亚市黎族
苗族同胞欢聚一堂，进行
黎锦、苗绣技艺展示及比
赛，迎接传统节日“三月
三”。图为参赛选手在进
行苗绣比拼。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发布侮辱烈士言论

一网友被保亭警方刑拘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良子）4月7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近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微信群
内发布辱骂海南籍救火烈士唐博英的言论。

发现该情况后，保亭警方高度重视，迅速成立
工作专班组织开展调查，成功锁定嫌疑人谢某
（男，43岁）以及其在广东省潮州市的落脚点，并立
刻赶往潮州市，于4月7日下午1时将其抓获。

目前，谢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保亭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