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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陵水主会场
活动中，白沙代表团参加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黎锦苗
绣技艺展示及比赛和黎族苗族
民歌对唱比赛等三大项活动，
并荣获黎锦技艺比赛第一名、
第二名，苗绣技艺比赛3个三
等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
比赛7个第一名、9个第二名、2
个第三名与民歌对唱比赛三等
奖。

在白沙，不仅民俗文化亮
点纷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

技更是振奋人心。2019年，白
沙积极协助省民宗委做好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海南省代表团白沙集训点
的训练工作，当年9月，在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上，白沙板鞋队共获得5
个二等奖和3个三等奖，创下
海南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以来板鞋项目最好
成绩。

“传承民俗文化、发展少数
民族体育竞技，这仅仅是白沙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一幕

幕缩影。”白沙民族事务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建立
健全机制，始终把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融入全县稳定发展
大局，坚持全面创建与示范带
动相结合，坚持结合地域、行
业、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等实践
特点，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和国民教育全过
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深入开展，并取得丰硕成
果。据悉，2019年，白沙县第
一小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先进学校表彰，白沙南开

乡党委书记王秀程荣获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此外，白沙还广泛开展民族
政策法规宣传服务活动，推动

“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学校”“法
律进乡村”“法律进企业”“法律
进宗教场所”等法律“六进”活
动，推动民族政策法规的贯彻落
实，增强干部群众自觉维护团
结、稳定的大局意识和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加
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和发
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

自3月24日起，白沙在全县
广泛开展“同呼吸 共命运 齐发
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旨
在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团结，推动
白沙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按照活动安排，3月24日至4

月24日期间，白沙将在车站与主
要路口、路段、广场、公园及城镇
等醒目区域制作文化墙绘、宣传
牌，设置民俗文化宣传街、宣传广
场，推进喜闻乐见的民族团结进
步宣传品、宣传画进社区，营造民

族团结进步的社会氛围。同时，
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教
育，推动法律“六进”活动，进一
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

白沙民族事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在活动期间，白沙各部门、
各乡镇还会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教育与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办好事、办实事结合起来，紧密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扶贫挂

钩点开展贫困户走访活动，努力
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切实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
本次活动由白沙县委统战部、县
委宣传部、民族事务局主办。

白沙启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

2019年
白沙南开乡银坡村
七坊镇高石老村

2个特色村寨荣获海南省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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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关注2020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

又逢“三月三”，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春风如笔，奋力描绘
满眼新画卷。

白沙是黎族、苗
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全县辖 11 个乡
镇，总面积2117.2平
方公里，总人口19.51
万人，其中黎族、苗族
人口达 12.19 万人，
占 总 人 口 的
62.7%。近年来，在
海南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在全县各族
同胞的团结协作下，
白沙各族人民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
族宗教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经济发展继续保
持稳中有进，如期实
现脱贫“摘帽”，全县
呈现出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民族团结谋发
展的喜人局面。

做好非遗传承工作做好非遗传承工作，，开展丰富文体活动开展丰富文体活动

白沙白沙：：文化自信焕新彩文化自信焕新彩 民族团结促和谐民族团结促和谐

“美不过黎族三月三，甜
不过黎家糯山兰”，白沙作为
海南山兰稻的盛产地，每年金
秋时节都将举办“啦奥门”山
兰文化节，盛邀八方宾朋共享
海南黎族、苗族同胞山兰丰收
的喜悦，亲身体验白沙“茶·
陶”“锦·绣”“竹·藤”等非遗技
艺的神奇魅力以及山兰农趣
劳作等丰富活动。

此外，每逢春节、“五一”
“十一”节庆期间，白沙邦溪镇
南班村、打安镇长岭村、元门乡
罗帅村等不时传来悠扬黎歌，
浓郁的黎族文化和风光旖旎的

自然景观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
来。为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文化
活动，近年来，白沙以举办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
庆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群众
参与度高的文艺演出、民俗大
巡游、群众趣味性民俗体育竞
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原生
态民歌对唱、乡村民俗游等活
动，用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阐述和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
政策、民族知识，使抽象的理论
变为言之有物的实话、举之有
效的实事，助力推动民族文化
繁荣发展。

村庄成景点，景区有人气，
这源于有文化支撑。近年来，
白沙立足生态优势，发力挖掘
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开展以历
史文化村（历史文化故事、历史
遗址）、民族文化村、红色文化
村、美丽新农村、黎药文化村和
特色村寨为内容的采风、挖掘、
拍摄、编写工作，出版书籍《白
沙文化村落调查》，并拍摄《白
沙文化村落调查》电视记录片，
让更多有颜值、有文化内涵的
乡村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
白沙还引导村庄将原有单一

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型为乡村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业与
农业。同时，积极谋划将美丽
乡村建设与体育休闲、疗养度
假、雨林探险等结合，努力升
级为有特色的综合性旅游服
务基地。现今，随着七坊镇阿
罗多甘共享农庄、阜龙乡白准
村、细水乡老周三村等具有少
数民族风情的村庄（景点）建
成投用，美丽乡村融入全域旅
游带来的一系列利好，正在惠
及着越来越多的村民，一幕幕
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让人十
分期待。

“双面织是黎锦织法中最
难于掌握的一种，近年来，白沙
分批开设黎锦双面织的培训
班，能帮助我们学到新技艺，更
好地传承给当地百姓以及孩子
们。”正在琢磨新作品的白沙县
级黎锦纺染织绣传承人符继珍
坦言，在常态化的学习与交流
中，自己的双面织技艺进步不
小，在潜移默化中也拓展了创
作灵感。

据悉，清代学士程秉钊曾
赞“黎锦光辉艳若云”，黎锦堪
称海南黎族文化艺术中的瑰

宝，但随着社会发展，加上自动
化、机械化工业发展带来的巨
大冲击，纯手工、耗时耗力的传
统织黎锦技艺日渐淡出人们的
视线。为更好地做好非遗文化
传承工作，自2012年起，白沙
非遗传习馆、陈列馆相继建成
投用，之后，又陆续在白沙多所
中小学校建成20个黎锦培训
基地，以及3所黎锦传习所，并
指派老师定期到各培训基地教
学。同时，组织全县各乡镇文
化站骨干和中小学音乐教师参
加黎族原生态民歌学唱培训。

一时间，白沙黎锦非物质文化
遗产不断注入新的血液和能
量，助力黎锦技艺在白沙得到
更好发展与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黎族
织锦中的珍品，“龙被”是黎族
纺、织、染、绣四大工艺中难度
大、文化品位高、技术高超的织
锦工艺品，自2019年以来，白
沙积极开展黎族龙被制作技艺
恢复和复制工作，组织当地黎
锦传承人研讨挖掘恢复黎族龙
被织造技艺，以期复制黎族龙
被。

不止于此，近年来，白沙各
部门齐心协力举办黎族传统乐
器制作、织锦技能、竹编制作等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培训班，
还扶持发展符秀英黎锦绣坊、
润妹子黎锦合作社和白沙灿然
合作社等黎锦中小企业，让黎
锦艺术融入现代服装服饰、布
艺沙发、窗帘、背包等生活装饰
品中，助力当地百姓发展黎锦
工艺品产业实现增收。下一
步，白沙有关部门还将加强黎
锦等非遗技艺培训工作，扶持
发展非遗文创产业。

民俗景区引客来
扶贫资金

特色村寨

教育奖励

数据说

2019年
上级部门下达白沙的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共1737万元

截至当年12月
已完成支出使用危房改造资金、健康扶

贫资金、产业扶贫资金共1733.35万元
资金支出使用率99.78%

白沙2019年落实奖励 42名考取国家
“双一流”重点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新生每人
5000元

落实奖励3名少数民族硕土研究生每人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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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谋发展

非遗文化焕新彩

3月26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村，黎族歌
手在“三月三”的欢庆氛围下直播带货黎族服装。方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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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白沙融媒

体中心提供）

白沙板鞋队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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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南叉河畔，风景
如画。2018年“三月三”，
长桌宴在这里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