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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尤
梦瑜）红旗飘飘，鲜花争艳……国庆
前的海南各地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
庆氛围。9月27日上午，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海南
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在全省19
个市县同时举行。全省1万余名竹
竿舞表演者用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的竹竿舞表演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上祝福，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凝聚
力量。

此次活动是海南省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由海口主会场和18个市县分会
场组成。据了解，海口主会场表演
者2000余人，三亚、儋州、琼中、陵
水分会场表演者各1000余人，三沙
分会场表演者约90人，其余13个市
县每个市县表演者约300人。

竹竿舞不仅是海南的特色文化
符号，也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群体
活动。海南人民以这一传统艺术形
式，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满满
祝福，也展示了海南人民全力推进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坚定决心。
27日上午9时，海口市万绿园

阳光和煦，主会场演出在《哈黎竹竿
舞》表演中拉开帷幕，《我爱你中国》
等歌舞节目精彩上演，节奏紧凑。

全省19个市县同时联动，1万
余名演员在不同地点同时献上了
振奋人心的竹竿舞，轻快有力的舞
步、节奏欢快的音乐和铿锵有力的
竹竿敲打声汇成一曲欢乐的赞
歌。主会场大屏幕上不断切换镜
头，展示各分会场的盛况。全省

19个会场的表演者以各种形式组
成“70”字样，场面壮观。

海口主会场的竹竿舞分为“勇
往直前”“团结奋进”“和谐共赢”“蓄
势待发”4组动作，充分展示出海南
人民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中呈现
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动总导演傅进用“凝心聚力”
“继往开来”形容本次气势十足的万
人共跳竹竿舞活动。“‘凝心聚力’是
指我们的规模；‘继往开来’则是说
我们这次的竹竿舞表演在遵循传统

的基础上有多处创新。”
创新体现在新舞步的寓意中。

海南日报记者在主会场看到，参演
竹竿舞演员们时而摆出“攀登”的姿
态，时而握拳曲肘，加油鼓气。据介
绍，“攀登”的动作象征着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们在舞蹈编排上，对19个
市县加以区域上的区别。”本次活
动舞蹈总监，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
学院副院长周琳琳介绍，海口主会
场以“活力海口 血脉同心”为主

题，演员们跳着较为现代风格的舞
步；市县则以“民族融合 欢腾盛
世”为主题，偏重民族风格跳法。
如此一来，现代与传统的对比，让
竹竿舞释放出更多文化魅力。

40分钟的演出活动结束后，观
众和演员们兴致盎然地挥舞着手中
的国旗合影留念。不少参演的高校
师生们列队录制“祝福”视频，祝愿
美丽的祖国繁荣昌盛。

“作为一名学生，我非常荣幸可
以参加此次的万人竹竿舞活动。过
去1个月来，我们200多位同学认真
练习，从一开始的稍有困难，到最终
流畅完成，我们用海南最有特色的
舞蹈方式来为新中国庆祝生日，送
上来自年轻一代的祝福。”省商业学
校学生王斤说，如此有意义的活动
也鼓励着他们好好学习，积极投身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集团）、各市县委宣传
部、各市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承办，省公安厅、省教育厅协办。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南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在全省19个市县同步举行

万人同跳竹竿舞 迈出自信新步伐

本报海口9月 27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倩）9月27日，
海南人的微信朋友圈被一组特殊的
水果海报刷屏了！当天，海南日报
新媒体创意工坊推出创意海报“假
如水果会表白”，以其独特的创意和
精彩的文案，赢得网友一致喝彩，人
民日报微博、学习强国等平台竞相
转发。

“创意好棒”“这组表白我爱了”
“果言果语好可爱”“好感动，差点要

掉眼泪，写得太好了”“喜欢火龙果，
咱们就像一个火龙果，果肉是祖国，
黑点点就是咱们。祖国和咱们密不
可分，少了哪个都不行”“每一种都喜
欢，寓意都特别好”……在海南日报

“两微一端”平台及人民日报微博，网
友们留言。西藏日报、周口晚报、闽
北日报、海南共青团、人民日报传媒
海南等国内其他媒体也进行了转载。

据悉，该组海报是海南日报新媒
体部创意工坊为献礼即将到来的新

中国成立70周年而推出，选取的素材
包括芒果、香蕉、蜜柚、火龙果等海南
常见水果。9张水果创意海报，既表
现了我国在外交、民族团结、华侨工
作、精准扶贫和旅游等领域的成就，
也表达了各族人民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喜悦之情。

据悉，未来几天，海南日报新媒
体创意工坊还将陆续推出纪实微电
影、创意H5、原创歌曲MV等产品，
敬请期待！

本报海口 9月 27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钟圆圆）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南海网开设了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综
合专题，并将推出 14 个融媒体产
品，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新中国的生日献上真
挚的祝福。

据了解，南海网综合专题《热烈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多种形式

展现时代变迁，通过图片、视频、纪录
片、文字、H5等形式，带领大家沿着时
光隧道，跟随历史车轮，回首神州大地
从1949年到2019年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网友还可以参与“我为祖国
唱首歌”和我心中的“超级英雄”两个
互动新媒体产品，唱响5首具有历史
感和民族感的爱国歌曲；孩子们也将
通过手绘画出海南涌现出的一批又一
批“感动海南”的平凡英雄。

南海网还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特别策划——“70年70张照片70
个故事”专栏，面向广大网友有奖征集
70张老照片、70个动人故事，通过光
影世界的“时光机”，回首70年里神州
大地的沧桑巨变。

从9月30日开始，南海网将推出
“指间匠心 告白祖国”系列报道，海南
5位民间艺人将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国庆期间，南海网将陆续推

出7个融媒体产品。
国庆期间，118岁的海南最长寿

老人彭春金将亮相南海网，祝福共和
国生日快乐；南海网客户端的文化栏
目乡音海南和椰读也从栏目特色策划
了公开征集活动，征集网友用各种海
南本地方言朗诵体现爱国情怀的诗歌
和散文作品，以及网友深情朗诵体现
爱国情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10月4
日开始，《在海南爱上中国》将从外国

友人的视野出发，聚焦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后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庆后，南海网的融媒体产品精
彩继续。南海网将推出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海垦英雄谱，美丽突围
——海南湖淡村垃圾分类自治实
践，三棵树下有黄金——椰子、槟
榔、橡胶3组系列报道，深入挖掘海
南变化和海南故事。

首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宣讲报告会举行

忆峥嵘岁月 汲前行力量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梁崇平）9月27日上午，省委宣传部首场“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宣讲报告会在海口市美
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报告会上，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海南省
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赖永生以《孤岛奋战二十三年
红旗不倒》为题，讲述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
旗不倒的历史。赖永生通过列举详实事例、深入浅
出地分析，将一部琼崖革命史生动展现在场的干部
面前，让当天参加聆听报告会的干部们深受启发。

听完报告会，美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郑艳
感触颇深。郑艳称，今后将继续加强党史学习，通
过学习党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承和发扬老
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的革命精神，在工作中要勇于革新、迎难而上，为
建设好美兰、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听完报告后，让我深切感受共产党人的信仰
之力、理想之光。”美兰区委组织部主任科员谢飞强
表示，报告会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共产党人的“初
心”，也更加坚定他牢记使命的自觉性。今后的工
作中，一定要保持好政治理论的清醒和政治立场的
坚定，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本色。

据了解，省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主题宣讲报告会将在全省范围内举办6场，其
余5场将陆续在省内其他市县举办。

我省扎实开展国庆期间出版物市场
集中检查行动

推动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净化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罗玉宾）为确保国庆期间出版物市场健康有序，营
造良好的节日文化氛围，9月下旬，海南省“扫黄
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加强国庆期间出
版物市场和网络文化环境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开展出版物市场清查、网络监管、
整治邮政寄递渠道、查处非法有害出版物等工作
进行了部署，并派出两个检查组开展检查行动。

据介绍，检查组对全省出版物市场、印刷企业、
邮政快递企业、网络企业的监管情况，对出版物集中
销售场所、中小学校园周边书店和繁华街区重要点
位等进行了检查和暗访，重点检查出版物经营单位
是否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是否做到亮证经营，
其进货渠道和签订的供销合同是否符合规定；同时，
还检查了二级批发市场、音像制品经营场所等出版
物经营单位是否销售盗版教辅教材、非法出版物。

据悉，各地“扫黄打非”办公室认真贯彻《通
知》精神，结合各自实际，组织相关部门对辖区内
出版物销售场所进行全面清查，严厉查处出版物
经营场所销售非法出版物的行为，坚决取缔兜售
出版物的无证照店档和游商地摊。

开展行动以来，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150多
人次，检查出版物经营点212个，印刷企业35家、
邮政快递企业28家、网络企业16家，发现涉嫌销
售非法出版物线索12个，对个别经营场所经营台
账不完善、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执法人员当场责
令整改到位，全省出版物市场得到有效净化。

海报新媒体创意海报刷屏，人民日报微博、学习强国等平台竞相转发

假如水果会表白，会向祖国说什么？

记录新中国70年风云变幻

南海网将推出14个融媒体产品

9月27日，全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万宁分会场。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鹏 摄

9月27日，全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保亭分会场。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9月27日，全省万人共跳竹竿舞活动海口主会场的盛况。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作协开展主题采访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道 通讯员崔湘青）为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9月22日至24日，海南省作协
组织省内各市县作家代表30人，赴澄迈、临高开
展“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主题采访活动。

据介绍，参加本次采访活动的作家来自海口、
文昌、儋州、三亚、乐东、保亭等市县，在省作协和省
文学院相关负责人带领下，一行人赴澄迈桥头玉包
港、临高角、美榔双塔、大美古村和罗驿古村等地采
访，并邀请94岁高龄的琼崖纵队老战士符莹讲述
过往的烽火岁月。期间，省作协还联合澄迈县文联
举办了“礼赞新中国，讴歌新时代”诗歌朗诵会。

参加采访的作家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创作
实践中传承好红色基因，用手中的笔礼赞新中国，
讴歌新时代。

扫码下载海
南日报新媒体创
意海报“假如水
果会表白”

琼海举行系列活动

激发爱国情 展示琼海美
本报嘉积9月2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罗

颖）9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委宣传部
获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琼海市将开展
系列庆祝活动，激发爱国热情，讲好中国故事，展
示好琼海形象。

据了解，琼海开展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活动包括2019年琼海“中国农民丰收节”庆
典活动、“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沧桑巨变
70年，追梦奋进新时代”主题宣讲、《人民记忆：70
年70城——琼海篇》摄制活动、《时光隧道·琼海
70年》图片展、原创广场舞大赛、排演现代琼剧
《县长王大鹏》、庆祝新中国成立暨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书画作品比赛、百名优秀青年干部读书会
活动、“美丽琼海，幸福家园”摄影展、《博鳌传奇》
新书首发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新闻
宣传和网络宣传活动、爱国题材电影展映周等。

琼海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将通
过丰富的活动，营造优良氛围，丰富游客在琼海的
旅游体验，同时也让游客了解琼海历史，感受琼海
文化，体验琼海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