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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报道

“黎族苗族都是能

歌善舞的民族，只要有

晚会，或者村里有喜

事，我都会组织村民上

台表演！‘三月三’是我

们自己的节日，舞台上

都是我们黎族苗族同

胞的节目！”4月 8日

晚，陵水黎族自治县

“三月三”英州分会场

的沙滩民俗音乐趴上，

《编织舞》表演团队的

负责人英州镇田仔村

村民胡真友自豪地说。

珍珠海岸，浓情三

月。随着闭幕式的成

功举办，陵水“三月三”

分会场活动也接近尾

声。回顾此次活动，内

容丰富，形式新颖，向

省内外游客呈现了丰

富多彩的黎族苗族民

俗文化。

文罗镇坡村
开启红色追忆之旅

4月7日，在陵水文罗镇坡村，“三
月三”分会场活动在革命诗歌朗诵的
比赛声中，正式拉开序幕。参赛者们
宏亮的声音，带领现场观众追忆起坡
村那段红色历史。活动期间，坡村分
会场全天开放的亲子CS革命体验战、
红色主题革命展和红色印记文化体验
游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参与。

4月9日傍晚，伴着落日的余晖，
在坡村黎乐堂广场，一排排长桌宴吸
引了一大波“吃货”，红色主题之夜的
演出序幕在“吃货”们此起彼伏的赞
叹声中拉开。“我第一次吃长桌宴，这
种大家坐在一起，边看表演边享受美

食的方式很特别！”东北游客陈广陆
兴奋地说。

“三月三”活动的热闹气氛还吸
引了一群海南房车协会的健身爱好
者。当天下午，30辆房车开进坡村，
来自五湖四海的会员共同品尝长桌
宴，“饭菜很可口，都是原生态食材，
健康！”会员之一64岁的刘力表示。

英州镇清水湾
载歌载舞欢庆佳节

英州镇清水湾分会场的“三月三”
活动始于一场浪漫的音乐会。4月8
日下午，清水湾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
上演“三月三”系列活动之“千与千寻”
宫崎骏·久石让动漫视听系列主题音
乐会，带领现场观众走入奇幻童话世

界，了解古典音乐，感受艺术魅力。
当天19时30分，清水湾的沙滩

上正上演乡村休闲游系列活动之沙
滩民俗音乐趴，绚烂的灯光照亮了整
个沙滩，现场热闹非凡。在竹竿舞互
动环节中，现场的游客现学现跳，将
气氛推向高潮。伴着一首《我和我的
祖国》，沙滩民俗音乐趴圆满结束。

本号镇大里
趣味游戏“嗨”翻全场

梦幻桃园，最美黎乡。4月8日7
时30分，有“世外桃源”之称的本号镇
大里地区，一场开心泡泡跑比赛拉开
了“三月三”分会场活动的序幕，60余
名村民、游客自发报名参赛，他们从
大里村民公园出发，途中进行猜谜

语、脑筋急转弯等互动游戏，向终点
大里瀑布前进。

开心泡泡跑比赛结束后，大里村
民公园上演了趣味十足的全民黎族
苗族体育大闯关活动。60名参赛选
手进行运粮大赛、拔河比赛、巧夹槟
榔、打陀螺等趣味十足的比赛。

位于大里村民公园门口，黎族苗族
扶贫农产品展销会的产品凭借诱人的卖
相和实惠的价格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据了解，本次展销会共有本号镇22个行
政村和1个本号电商扶贫中心参加，带
来了百香果、茶树菇、香粉蕉、朝天椒、小
鱼干、新鲜豪猪肉等30余种农产品。

当天晚上，大里村民公园还上演了
一场“三月三”黎苗精品广场舞展演暨
主题文艺晚会，村民、游客点燃篝火，
围着熊熊火焰，举杯相庆，载歌载舞。

品长桌宴、赏民歌、看婚礼……陵水“三月三”分会场活动内容丰富

精彩“一箩筐”亮点“连连看”
光坡镇香水湾

浪漫婚礼展现民俗风情

4月9日上午，兼具现代与传统的黎族
风情婚礼活动随着一曲悠扬的大合唱《真诚
的美丽》在光坡镇香水湾拉开序幕。

在海南黎族传统婚礼服饰展示秀中，表
演者们向观众展示了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
衣服上的图案精美，多以人物为主，描述了
黎族百姓在举行婚礼时的各种活动，主要分
为“迎娶”“送娘”“送礼”等故事情节。

一系列的黎族传统服装秀之后，一场原
汁原味的黎族婚礼徐徐展开。伴着八音乐
队吹奏的喜庆歌曲，庞大的接亲队伍一同向
新娘“隆闺”（黎族青年男女由相识到定情的
小房子）出发，迎接新娘。在现场来宾的见
证下，新娘与父亲一同迈向浪漫的婚礼舞
台。随后，到场领导及嘉宾一同跳起竹竿
舞，共同参与这场盛大的民族风情婚礼。在
此期间，精彩的对歌环节伴着欢歌笑语，尽
显黎族特色婚俗风情。

活动现场，除了黎族婚礼和黎族服装
秀外，现代与黎族风情婚俗展示区还陈列
着不同风格的特色婚礼服装，吸引了众多
游客观赏。

（本版策划/易建阳 撰文/柳莺）

4月8日，在陵水光坡镇的黎族服装秀
上，小模特在展示民族服饰特色。 武昊 摄

4月8日，在陵水光坡镇，兼具现代与传统的黎族风情婚礼活动正在进行。 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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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招商引资”变“择商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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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厨亮灶”别成“黑灯瞎火”
■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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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近视治愈”表述
是约束也是提醒

■ 张淳艺

■ 张成林

各调研点要保持原貌，坚决杜
绝“群众演、领导看”；省内会议、活
动对领导同志称呼时不加“尊敬
的”、讲话不称“重要讲话”，一般工
作会议发言时不鞠躬致意……据陕
西省政府官网消息，近日该省出台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十条措施。

为官一任常思造福一方。但现
实中，有些干部思的是如何让领导
满意，想的是怎么做面子工程。这

十条举措的出台，对当地遏制作风
虚浮现象无疑大有裨益。但其能否
见效，归根结底，还在于党员干部是
否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能否急群众
之所急。这正是：

领导看，群众演，
形式主义添负担；
走形式，好面子，
作风虚浮花架子。

（图/吴之如 文/张成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打
造明厨亮灶，还出现了视频厨房、网络
厨房等新形式。然而，据报道，一些餐
厅仅仅把明厨亮灶作为吸引顾客的商
业噱头，就餐高峰期有的摄像头竟对
着墙壁、走廊，有的在线监控实时视频
时间滞后，甚至无法播放。

明厨亮灶的推行，打破了厨房与
顾客的隔阂感，将餐厅后厨敞开、晒在
网络上，公开展示给顾客，可倒逼餐厅
重视卫生状况，提高食品安全指数。
从实践来看，“明厨亮灶”确实达到了
一定效果，让顾客与餐厅有了更亲密
的接触，餐厅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不过，从调查情况来看，部分餐厅
的明厨亮灶形同虚设。比如，有的镜
头无法显示后厨实时画面，有的则根
本未接入，消费者无法查看餐食加工
过程。更有甚者，连地方监管部门打
造的明厨亮灶微信公众平台都没有及
时更新视频数据，有些视频时间较远，
还不能播放，食品安全信息发布频次
降低，导致实时监管失去效力。

理论上说，餐饮行业门店众多，市
场监管工作量巨大，推广明厨亮灶之
后，可通过视频检查等方式让公众参与
监督，减轻监管负担。如果明厨亮灶不
能严格落地，沦为花架子，就失去了公
众监督的意义，亦令政策大打折扣。可
见，各地政府在推进明厨亮灶工作时，
不能只追求表面上的覆盖率，更应重视
政策的执行力和持续性，加强日常监管
力度，让明厨亮灶真正发挥作用。

而且，现在各地都在开发明厨亮
灶 APP 等，打造网络监管平台，这本
是“互联网+”的优势。可是，在手机
应用市场搜索“明厨亮灶”“阳光餐饮”
等关键词，结果显示类似软件多达上
百种，这不可避免存在重复建设、平台
标准不一、无法兼容互通等问题，导致
明厨亮灶处于地域割裂状态，不利于
监管信息在全国流通。

因此，相关方应制定全国统一的
明厨亮灶网络监管平台标准，建立全
国统一的动态监管平台，将各地分散
的视频系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的监管体系，进而推动明厨亮灶工程
进一步深化和普及。

招商引资，是发展的关键。招商
如果不对路，即便利好再多，也多是白
费功夫。可喜的是，近来，全省各地开
展的招商活动，越来越呈现出浓浓“海
南范儿”。例如，日前，陵水在招商推
介会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长桌
宴，用民族歌舞和特色美食，招待远方
客商；再如，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海南把招商活动搬到了沙美、南强
村，以茶叙、漫步的形式开展“一对一”
精准招商……

以往，招商引资多是“大而全”的

大型招商会，为了引来资本，甚至“饥
不择食”，不断“自我矮化”，降低招商
门槛。这种“摊大饼”式的招商方式，
看似规模很大，但成效往往不尽如人
意，即便引来了资本，“成色”也很难保
证，不是与发展定位相背离，就是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有偏差，企业也由于缺
乏深入了解，导致“水土不服”，难以施
展手脚，最终难保不会出走。类似大
而化之的招商活动，背离了招商初衷，
显然要不得。

相比而言，诸如博鳌、陵水等举
办的特色招商会，却让人耳目一新。
究其利好，除却形式新颖之外，更体
现出精准招商的诚意。众所周知，招
商引资是彼此互利的行为，合作能否

达成关键在能否各取所需。各地召
开的特色招聘会之所以被广为叫好，
就在于其摒弃了以往招商引资“大而
全”的弊端，让海南的利好、魅力看得
见、摸得着，而且招商引资的诉求也
更加明确，彼此间的深入了解，既可
提升招商成效，也能确保引资质量，
无疑是共赢之举。

不难看出，招商形式的改变，反映
出的，正是招商理念的革新。以往“简
单粗暴”的“招商引资”正在向多维度
的“择商选资”转变，这是一个大好势
头，也正是当前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所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有着
与众不同的发展定位，再加上区位优
势比较独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注定

了海南必须在“择商选资”上下更大功
夫，决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如
此一来，既要引来资本，还要选好资
本，这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尤其是，近年来，海南以壮士断
腕的狠劲，坚决破除“房地产依赖”，
招商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之前，在
房地产的刺激下，招商引资足不出
户，自有企业纷至沓来。如今，缺少
了房地产这一“兴奋剂”，招商引资工
作难度大增，一些干部不适应新情
况，陷入被动，出现了不会招商、不善
与企业打交道等现象。知不足而后
进。摆脱了“房地产依赖”，就要变被
动为主动，主动适应新形势，积极磨
练新本领，在特色招商、靶向招商上

实现更大作为。
最好的资源要交给最好的投资

者。具体而言，怎么才能择好商、选好
资？其一，要弄清定位。紧紧围绕三
大领域、五大平台、十二个重点产业有
针对性地进行招商引资。其二，要讲
清优势。政策优、环境好，不是嘴上说
的，要把特色、利好亮出来，亮到企业
的心坎上，切忌大而化之，光喊口号。
此外，要摸清需求。主动亲近、靠近企
业，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服务对接企
业所需所求。招商方式千千万，唯有
突出“海南范儿”，立足定位精准招商，
才能接地气、收实效，让外商愿意来、
留得住，进而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提供源源不断优质活水。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发文，要
求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加强监管。从事儿
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
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
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
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4
月9日《人民日报》）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
国近视患者达 6 亿人，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
一。孩子近视后，不少家长都急切寻求康复治
疗，希望孩子恢复视力。于是，各种青少年近视
矫正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近视治疗”“视
力康复”等关键词在大众点评上检索发现，仅在
北京，此类店铺的数量就多达300多家。

这些机构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普遍收费不
菲，一个疗程下来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为了
吸引消费者，不少经营者都将产品和服务吹得神
乎其神，保证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帮助孩子降低度
数，甚至完全摘掉眼镜。然而，结果往往并非如
此。据媒体报道，这些近视矫正机构治疗效果十
分堪忧，有的孩子治疗半年后，视力非但没有改
善，反而由假性近视发展为真性近视。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在联合发文中，一
针见血指出“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
治愈”，为一些近视矫正机构的忽悠行为来了个
釜底抽薪，也便于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过去，孩
子治疗后没有取得商家承诺的效果，商家可以以
个体差异为借口推卸责任。如今，在明令禁止使
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
星”等表述的情况下，倘若一些商家再使用相关
表述误导消费者，有关部门就可以按照虚假宣传
予以查处。

一个巴掌拍不响。在禁用“近视治愈”、遏制
虚假宣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应加强科普宣传，
消除广大家长的认知误区。《中国青少年眼健康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家长存在近
视能被治愈的错误认知，有45.4%的家长没有主
动了解过近视防控知识。在现实中，青少年近视

“重治疗、轻预防”现象也十分普遍。禁用“近视
治愈”，既是对商家的约束，也是对公众的提醒。
有关部门应广泛开展宣传，引导青少年和家长理
性看待近视矫正，用正确的方法爱眼护眼。

@人民日报：户籍改革，要让百姓
权利更饱满。近日，发改委印发通知，
允许租房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
户等。无论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还是
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本质上都是通过
制度性“松绑”来呵护公民尊严，让百
姓权利更饱满。当流动人口可平等享
受到医保、子女入学便利等权利时，国
民会更有归属感，社会也更有创造力。

@中国青年报：招生严禁考家长，
对新的血统论说“不”。日前，浙江省
教育厅印发通知，明确严禁民办义务
教育学校在招生时以问卷等名目“考
家长”。学校教育需要家庭教育的配
合。但是，以家长职业、职务、学历等
信息来筛选学生，不仅违背了有教无
类的教育理念，有损教育公平，也将加
剧家长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

@光明日报：闯红灯发朋友圈并
“集赞30个”即可过关？治理行人和
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一直是个老大
难问题。但朋友圈集赞的处罚做法
并没有法律根据。再者，发朋友圈集
赞过关能否起到警示作用，也是存疑
的。其实，加强个人征信管理与交通
违法的关联度或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治理方向。 （张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