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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省直单位

海口市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
自治县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屯昌县

陵水黎族
自治县

昌江黎族
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
自治县

活动名称
第二届“感悟大海 守护南海 走向海洋”海洋风主题歌曲作品展演
海南省文联2020年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活动(海口）
海南省文联2020年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活动(定安）
海南省文联2020年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活动(文昌）
海南交通广播“祝福，我的祖国”主题活动
舞星舞动—2020海南青少年国庆文艺汇演
海南省博物馆第二届南溟动漫节活动
2020年中秋国庆海南省歌舞团走进仓米村文化惠民慰问演出
琼剧专场演出
2020年海南省惠民演出
欢庆十一鹿回头国潮喜乐会（8场）
线上剧场
琼剧下基层演出
琼剧下基层演出
琼剧下基层演出
文化进万家琼剧惠民演出
琼剧下基层演出
文化进万家琼剧惠民演出
2020海口国际电音节
VAC电音节
非凡丝路音乐会

“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
中国儿童剧中秋嘉年华
2020书香吉阳我们的节日——中秋诗会
吉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大舞台
大东海周末音乐汇
铭记历史 奋进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专题图片展
文化下乡惠民演出
电影展映活动

“三沙文明我先行”文化培训活动
2020年儋州非遗主题歌舞迎国庆展演周活动

“迎中秋 庆国庆”书法作品展
2020年儋州市“迎国庆、贺中秋”文化惠民文艺演出
扬帆自贸港 奋进新时代
—儋州市文艺界采风创作暨中秋联谊活动
2020年儋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群艺舞台每周一演”

“音为有你”国庆主题音乐会
欢乐南强——2020年徐鸿飞雕塑作品博鳌美丽乡村展

“砥砺七十载，阔步新时代”琼海市庆祝海南解放七十周年城市记忆展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诗书画展
文昌双创主题美术展
文化下乡惠民演出
讲述扶贫故事 记录时代精神
--2020年万宁市扶贫工作典型成就摄影展

“爱粮节粮传承美德”书画艺术创作比赛

庆“国庆”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琼剧惠民演出（5场）

石梅湾文化海湾IP系列活动
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文艺晚会
海南省健美精英邀请赛

“东方擂”王者荣耀争霸赛
2020年五指山市热烈庆祝中秋·国庆八天乐庆演活动
2020年省民族博物馆中秋国庆非遗展演活动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 助力自由贸易港建设”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一
届书法篆刻作品展

“哈音部落杯”黎族原生态民歌歌手大赛（总决赛）
舞台剧《开春祭》
送戏下乡演出

“大地的诗意”保良乡野艺术季暨海南（澄迈）乡村文化艺术旅游季系
列活动

2020年海南省业余篮球公开赛

2020年“力加杯”海南省排球联赛
2020澄迈“共庆华诞同喜乐·乡约福地合家欢”大丰镇亲子全家欢乐
营活动
临城镇文艺志愿服务走进寻常百姓家--中秋文化惠民专场演出
临高木偶戏
排球友谊赛
中秋国庆琼剧晚会
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作品展
屯昌县庆中秋书法展览

屯昌县“理论宣讲”文艺轻骑兵 下乡巡演（总41场）

“文化下乡”琼剧演出、歌舞演出
“戏曲进校园”折子戏演出、琼剧讲座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作贡献“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览”
海尾镇海农西边村排球、拔河比赛
海尾镇海尾社区文艺晚会

乌烈军话民歌对唱活动

2020年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2020年海南省广场健身操舞公开赛暨第三届海南省黎族苗族原创健
身操舞比赛
国庆节爱国诗词朗诵
纪念海南解放七十周年保亭红色征程文化展暨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
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展

庆祝“花好月圆”颂祖国—2020年琼中县国庆中秋歌舞晚会

庆祝海南解放70周年红色文化文艺晚会

景区景点黎苗特色歌舞展演
2020年琼中县“绿橙杯”羽毛球、乒乓球赛
国庆中秋赏月活动
奥运备战拳王赛
白沙欢度国庆中秋双节系列活动乒乓球赛
白沙欢度国庆中秋双节系列活动篮球赛

活动内容
歌曲展演
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
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
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
国庆专场文艺晚会
动漫市集、动漫互动、动漫衍生产品展示
歌舞表演
琼剧《白马泉涌》
歌舞表演
歌舞表演
《海瑞》《冼夫人》《汉文皇后》等
大型古装琼剧《九龙金丝帕》
大型古装琼剧《九龙金丝帕》
新编古装琼剧《东周苏秦》
《琼剧折子戏》专场
琼剧名家演唱会
大型古装琼剧《晋宫风云》

音乐节

音乐会
音乐节
儿童剧《小蝌蚪找妈妈》《三个和尚》《罐头小人》《三只小猪》
诗歌朗诵会
文艺演出
文艺演出
图片展
文艺演出
电影《八佰》《夺冠》等爱国主义题材电影放映
快板教学辅导培训
儋州调声、儋州山歌、民歌展演
书法作品展览
文艺表演

中秋联谊

音乐会

雕塑展
图片展
书画展
美术作品展
文艺表演

摄影展

书画作品创作比赛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琼剧演出

诗文诵读会、艺术分享会、摄影书法展
文艺晚会
健美操比赛
电竞比赛
文艺表演
非遗展演

书法篆刻作品展

黎族原生态民歌演唱比赛
文艺演出
歌舞表演

森林音乐会、影像展、趣味课堂

篮球赛

排球赛

“旅游+文化+体育+农业”相结合，体验多项亲子互动游乐项目

歌舞表演
木偶戏表演
排球比赛
琼剧表演
美术、摄影作品展
书法展览

歌舞、器乐、小品、曲艺、有奖知识问答等

琼剧、歌舞表演
琼剧演出、知识讲座
书法、美术、摄影展
排球、拔河比赛
文艺晚会

民歌对唱比赛

中华经典诵读

健身操比赛

少儿诗歌朗诵

图片展

歌舞晚会

文艺晚会

原生态音乐、舞蹈、竹竿舞等文艺表演
羽毛球、乒乓球比赛
文艺演出
拳击比赛
乒乓球比赛
篮球比赛

举办单位
海南省文联、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市委
海南省文联
海南省文联
海南省文联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舞星舞动艺术联盟
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
海南省歌舞团
海口美德文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海南省民族歌舞团
海南省民族歌舞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海南省琼剧院

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海口湾演艺中心
爱奇艺、体窗公司
中国儿艺剧院
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
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
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
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市吉阳区旅文局
三沙市委宣传部
三沙市委宣传部
儋州市文化馆
儋州市文联
儋州市文化馆

儋州市文联、儋州市中和镇政府

儋州市文化馆

琼海市委宣传部
琼海市委宣传部
琼海市文联
文昌市文联
文昌市文联
万宁市委宣传部
万宁市扶贫工作办公室
万宁市文明办、万宁市教育局、万宁市监管局、万
宁团市委、万宁兴隆经济开发区
万宁市文联

万宁市旅文局

凤凰九里书屋
东方市委宣传部
东方市委宣传部
东方市旅文局
五指山市旅文局
五指山市旅文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文联
乐东黎族自治县书法家协会
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澄迈县旅文局

省旅文厅、澄迈县旅文局、海南盛力时代体育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省旅文厅、海南省体育总会、澄迈县旅文局
澄迈县旅文局
澄迈县大丰镇人民政府
临高县临城镇委镇政府
临高县东英镇美夏村委会
临高县南宝镇政府
定安县文联、定安县戏剧协会
定安县文联、美术协会、摄影协会
屯昌县旅文局
屯昌县委宣传部
屯昌县文联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联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农西边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尾社区

昌江黎族自治县快乐军话民歌协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语言工作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妇联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图书馆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明办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文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文局

时间
9月28日
9月27日
10月2日
10月4日
10月2日
10月8日
10月1日
10月7日
10月5-7日
9月28日
10月1-8日
10月1日-8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2日-3日
10月4日-7日
10月7日
10月8日

10月2-3日

10月4日
10月5-6日
9月30日-10月8日
9月30日
10月2日
10月4日
9月28日-10月11日
9月28日-10月1日
10月1日-8日
10月1日-8日
9月23日-26日
9月28日
9月28日

9月30日

10月2日

9月24日-10月24日
10月1日-8日
10月1日-8日
9月29日
9月30日

10月5日-12日

9月21日-10月20日

9月30日-10月8日

10月1日-8日

9月27日-10月10日
9月29日
9月30日-10月1日
10月2日-3日
10月1日-10月8日
10月1日-10月9日

9月28日-10月12日

10月1日
10月4日
10月6日-8日

10月1日-10月8日

10月2日-10月6日

10月2日-10月4日

10月3日-10月5日

9月28日
9月25日-10月3日
10月1日
9月30日
9月-10月
9月30日-10月25日

10月2日-8日

10月
10月
9月29日-10月13日
10月1日-10月3日
10月1日

10月1日

9月18日

9月26日-27日

9月29日

9月29日-10月8日

9月26日

9月30日

10月1日-8日
10月7日-8日
10月1日
10月1日-3日
10月1日-4日
10月4日-7日

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五岳村
定安县定城镇莫村社区莫村
文昌市会文镇龙家村
海口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老北京街
海口工商学院礼堂
海南省博物馆
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
海南省歌舞剧院
三亚市朝阳社区
三亚市鹿回头景区
海南省琼剧院微信平台
澄迈县桥头镇昌表村
文昌市昌洒镇白土村
定安县定城镇谭黎村
海南省琼剧院非遗馆
定安县沿江公园广场
临高县新盈镇仓米村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海口湾演艺中心
五源河体育场
海口湾演艺中心
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乐天城广场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广场
三亚市吉阳区
三亚市吉阳区六盘村、海罗村、新红村、红花村
三沙市永兴岛银龙电影院
三沙市永兴岛、赵述岛
儋州市文化广场
儋州市夏日广场
儋州市图书馆大楼前

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

儋州市夏日广场

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
琼海市图书馆
琼海市文体活动中心一楼
文昌市宋庆龄图书馆
文昌市铺前镇

万宁市华亚欢乐城广场

万宁市万城儒艺文化馆

万宁市万城镇、南桥镇、东澳镇
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民丰村、三更罗镇加朝村、
南桥镇新坡村、南桥村
万宁市石梅湾九里书屋
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
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
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
五指山市三月三广场
省民族博物馆

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乐安社区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祥西路
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祥西路
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佛罗镇、万冲镇

澄迈县福山镇保良古村

澄迈县灯光球场、金江镇万泰球场

澄迈县体育馆

澄迈县福丰约亭古镇乡村旅游点、才存共享农庄

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
临高县东英镇美夏村
临高县南宝镇政府
定安县沿江二路
定安县沿江二路
屯昌县文体公园
屯昌县坡心镇南台村、关朗村、高朗村，枫木镇琼
凯村，坡心镇加买居等
陵水黎族自治县各乡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城各中小学
陵水黎族自治县青少年宫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农西边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楼街码头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乌烈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大舞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影剧院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广场

海南呀诺达景区雨林书屋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中心一楼展厅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苗民歌展演馆（原虎岭大
舞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苗民歌展演馆（原虎岭大
舞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景区、乡村旅游点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乒乓球馆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篮球馆

海南省2020年中秋、国庆期间文体活动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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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和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事迹

海口举办迎国庆“工会杯”
旅文行业文明风采汇演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曾春怡）9月27日晚，2020年迎国庆“工会杯”海
口市旅游和文化行业职工文明风采展示（决赛）汇
报演出在海口举行，海口旅游和文体行业近300
名职工参加了此次汇演，400余名职工到场观看
了演出。

当晚的汇演通过礼仪舞蹈、舞蹈情景剧、礼仪
展示、快板表演、小品等形式展示了海口旅文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成果，通过舞蹈、乐器演奏、书法表
演、诗朗诵等形式展示了旅文行业人员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勇于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风
貌，并通过歌声歌颂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
为新中国成立71周年敬献贺礼。

据了解，风采展示活动历时3个月，大赛活动
主题为“我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振信
心 聚人心 展风采”，经海口各旅游行业协会和企
业工会动员，全市共有近200家旅文企业报名参
赛，经选拔共有27家单位17个节目参加当晚的
决赛。

本次汇演现场评出了优秀展示奖9名，最
佳才艺奖2名，最佳创意奖、最佳活力奖、最佳
组织奖、最佳人气奖、最佳主旋律奖、最佳风采
奖各1名。

■ 见习记者 李梦楠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期间，
在三亚、乐东的不少村子里都能看见
这样一群身影：用“高价”走村串户收
购农户的新鲜瓜菜，精心打包妥当却
不往市场上送。后来，这4万斤新鲜
瓜菜从三亚出发，一路北上2000公里
抵达江城武汉，送往了医院、社区、酒
店等地食堂。

这些瓜菜的捐赠者，是海南佳翔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邢孔梅，这家公
司致力于海南农产品开发、海产品加
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的公司，却实实
在在地做起了“买菜活儿”。近日，邢
孔梅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疫情之中没有谁是局外人。作为
一名民营企业家，我更应做表率、显担
当，为抗疫贡献出微薄的力量。”今年，
在2019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100”先进典型活动中，邢孔梅被评
选为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

“这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
大事，一定要快。”当从新闻中了解到
武汉物资紧缺的消息后，邢孔梅第一
时间与员工赶赴三亚、乐东农村收购
南瓜、青瓜、冬瓜等瓜菜驰援武汉。为
了让瓜菜尽早送达，邢孔梅还自费包
了一辆大货车，瓜菜装车那天，她和员
工一直忙到凌晨。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忙碌到凌
晨是邢孔梅的常态，回家简单地洗漱
休息后，往往第二天一早她又出现在
田地里准备下一批驰援武汉的瓜菜。
既让在武汉前方抗疫的医护人员吃上

了放心、优质的瓜菜，邢孔梅还牵挂着
辛苦劳作的农民，受疫情的影响，他们
种植的瓜菜面临着卖不出去的困境。

“不能让农民的辛勤劳作白费，尤
其是贫困户，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帮
助他们。”疫情期间，邢孔梅总是这样
叮嘱员工。为此，他们驱车到三亚、乐
东等市县的偏远农村，在市场价格走
低时以较高的收购价购买了30多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农产品，切实保障
了贫困农户的收益。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三亚肉菜的
及时供应，同时稳定价格，还安排3万
吨的冷链仓储资源，从多地紧急调运
物资，储备秋葵、南瓜、冬瓜、鸡蛋、海

鲜、肉类、大米等超过1万吨的物资。
为保障物资安全、准确入库，邢孔梅常
常坚守在一线指挥物资出入库，忙到
晚上9点才吃饭再正常不过。

不仅如此，邢孔梅还多次参与关
爱支援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家
庭、三亚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基层
抗疫工作人员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
物资，向他们表达敬意。

“感谢海南人民！感谢三亚人
民！感谢三亚爱心企业！”当收到来自
武汉的感谢信时，短短几行字让邢孔
梅激动不已。“这是对于我的肯定，我
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回报社会。”邢
孔梅说。 （本报三亚9月27日电）

海南省佳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邢孔梅：

下乡促增收 送菜助抗疫
省文联举行
2020年贺中秋庆国庆惠民文艺演出

载歌载舞迎“双节”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尤梦瑜）为丰富

群众节日文化生活，9月27日，由省委宣传部指
导，省文联主办，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海口椰城侬
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盛世中国、情满中
秋”2020贺中秋庆国庆文艺惠民演出首场活动在
海口琼山区凤翔街道五岳村举行。

晚会为广大群众带来歌唱、舞蹈、曲艺、琼剧、
小品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着力营造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贺中秋庆国庆”为主
题，将在海口、文昌、定安举行3场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期间，省美
协、省书协的艺术家们还将向群众赠送书画作
品，充分展示海南多姿多彩的传统民俗文化。
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欢度国庆，推动文化下基层，
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幸
福感。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林宇）“让海南老百姓
知道上海有一群优秀的医生在岛上
服务。”9月 27日上午，在海口市白
沙门公园，由驻琼沪医合作联盟组
织的“驻琼名医海岛巡回慈善义诊
活动”正式启动，来自海口、儋州、澄
迈等7市县的30多位驻琼沪医现场
为海口市民问诊看病。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志愿也到场义诊。

据悉，目前海南全省共有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等9家上海公立医院在
海南合作共建或进行托管当地医院。
这9家医院派驻了数十名优秀的医疗
专家来琼支持海南的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为满足全岛医疗需求，驻琼的9
家上海医院在2019年组建了驻琼沪

医合作联盟，以实现全科覆盖、强强联
合，打响驻琼沪医品牌。

上午，白沙门公园的义诊场所像
医院一样繁忙，闻讯赶来求诊问医的
市民络绎不绝，在医生义诊台前排队
咨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合作共建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的上海骨科
专家江潮胤驻琼已一年多，他在两个
小时内就接诊了50多位病人，“看到
这么多人来，我们心里是很高兴的。”
他说，举办义诊活动的意义更在于科
普，普及健康知识，防止小病变大病。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第九人
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教授张志愿今天
也专程到现场设台接诊，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上海九院派出20多位专家
支持儋州西部中心医院建设，经过几

年努力，西部中心医院的口腔颌面外
科诊治水平达到了全省先进的水平。
一位名叫张萍的患者一早就到白沙门
公园等候张志愿院士，她饱受面瘫引
起的疾病困扰两年，在得到满意的解
答后，她又抓紧时间到骨科义诊台前
排队问诊。“举办这样高规格的义诊活
动就是为老百姓造福。”她说。

“上海优秀的医生和医疗资源来
到海南，就是要救死扶伤，让海南百姓
方便就医。”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副院长罗劲松说。

“今天是第一站。希望打响驻琼
上海名医巡回义诊的品牌。”海南省卫
健委副主任周国明表示。据悉，当天
上午在现场接受义诊及健康宣教的市
民有1500余人。

驻琼沪医全省巡回慈善义诊开启

9月27日上午，“驻琼名医海岛巡回慈善义诊”活动在海口市
白沙门公园举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文昌）海钓精英
邀请赛落幕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记者赵优 通讯员
李艺娜）9月 27日，由省旅文厅、文昌市政府共
同主办的 2020 海南亲水运动季——海南（文
昌）海钓精英邀请赛在文昌市铺前镇落下帷
幕。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最终，海南·好舒福队
脱颖而出，以28.86公斤的成绩获得团体总重成
绩第一名。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受东北季风影响，真鲷、
黑鲷、海狼、牛港、石斑、青衣等鱼类开始向海岸线
洄游，钓鱼的黄金季节也随之到来。而作为本次
大赛的赛场，文昌市铺前港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和丰富的鱼类资源，受到海钓爱好者青睐。
此次比赛吸引岛内外海钓俱乐部、海钓精英钓手
共计22支队伍66人参赛。海南·好舒福队获得
团体总重成绩第一名，“金钓手”称号则被海南橡
胶队收入囊中，在27日的比赛中，该队选手钓中
一只4.4公斤重的石斑鱼。

据了解，为增添活动气氛，主办方还在现场设
置了快乐渔夫、亲子捕鱼活动、路亚抛投挑战赛及
幸运大转盘等配套活动，让每名游客在体验游玩
乐趣的同时加深对海钓知识的了解。

省旅游休闲海钓协会会长刘安表示，海南
近海海域海洋资源丰富，未来协会将积极策划
举办大量的海钓赛事，在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钓
友提供交流比拼、休闲娱乐平台的同时，带动渔
民转型创收，探索“体育+旅游”“海钓+旅游”新
模式。

第二届南丽湖露营文化节
将于国庆期间举行

本报定城9月27日电（记者叶媛媛）星动南
丽湖，梦幻好假期。定安县第二届南丽湖露营文
化节将于10月4日至5日在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
举行，活动设置了星火电音派对、星辰电影院、星
空露营等多个项目，涵盖律动健康、亲子互动、美
食互动等方面，将带领游客在星空下放松休闲，享
受中秋国庆假期。

作为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的一种生活方式，
露营不仅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家长也
会在周末带着孩子一同到户外体验。作为此次国
庆期间定安主推活动之一，第二届南丽湖露营文
化节将设置星火电音派对、星辰电影院、星空露营
等活动项目，现场将在湖畔燃起篝火，邀请知名乐
队进行演出，同时搭建幕布播放露天电影。游客
可以在静谧的星空下一边品味美食佳肴，一边感
受大自然的美好。

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南丽湖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更蕴含着浓郁的
人文气息，定安将借助此次露营文化节活动，打造
定安又一张靓丽的旅游名片，促进定安旅文事业
进一步发展。据悉，此次活动由定安县旅文局，海
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