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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
作的通知》精神，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就地
过年的号召，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满足群众文化
生活需求各项工作，进一步丰富我省人民群众春
节期间的文化生活，特别是满足在海南就地过年

的外省大学师生、外省务工人员等群体节日期间
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的前提下，我们牵头组织了系列文化活动，具体
安排如下：

1.开展“光影·陪伴”2021年新春免费观看
电影活动。采取影院定点放映与放映队流动放

映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省19个地点为就地过年
的外省大学师生、外省务工人员提供免费观看电
影服务。

2.开展大学生购书优惠活动。凭海南大中专
院校学生证和外省户籍居民身份证，到全省各新
华书店购买图书，均可享受7.5折优惠。

3.全省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
群艺馆、公园、体育场等文化体育场馆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保障开放时间，为群众提供
丰富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

4.全省各级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站推出电视
剧、广播剧、春节联欢晚会、综艺节目、娱乐视频等

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附：2021年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安排表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2021年2月6日

关于丰富人民群众就地过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公告

一、“光影·陪伴”2021年新春免费观影活动
影院/露天

影院

师生

专场

露天

电影

专场

市县

海口市

三亚市

海口市

三亚市

儋州市

琼海市

东方市

万宁市

放映影院/地点

中影海经国际影城

中影泰得影城（桂林洋店）

康大纵横国际影城(海甸城店)

博视·金逸影院

盛唐时代国际影城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

江东开发区江东水岸

琼山双创广场

大东海广场

三亚崖州创意新城产业园

海花岛工地

海南电影学院工地

琼海市市政府广场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工地

东方文化广场

万城镇人民广场

山柚园

华亚广场工地

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国营桂林洋农场海口经济学院学术中心1楼

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73号青春东岸小区2楼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二东路海甸城5楼

海口市琼山区朱云路12号红城湖商业广场2楼

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868号乐天城3号楼铺面

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68号

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6号

椰海大道3号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旅游景区

三亚市崖州区创意新城2号路

儋州排浦镇滨海大道澜铂湾西南500米处

儋州市那大镇松涛路西100米

琼海市兴海路1号

琼海市海乐城村

东方市八所镇福龙路

东方市八所镇建设北路

万宁市万洲大道人民公园

万宁市大茂镇群爱村

万宁市万城镇环市一路

免费观影时间

2月12日—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晚上20：00

2月12日—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晚上19：25

2月12日—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晚上19：55

2月12日—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晚上21：05

2月12日—17日（大年初一至初六)，每天15：00

2月12、13日晚7：30

2月14、15日晚7：30

2月16、17日晚7：30

2月13、14日晚7：30

2月15、16日晚7：30

2月14、15日晚7：30

2月16、17日晚7：30

2月14、15日晚7：30

2月14、15日晚7：30

2月13、14日晚7：30

2月15、16日晚7：30

2月14日晚7：30

2月15日晚7：30

2月16日晚7：30

观影须知

1.尚未返乡的高校师生凭外省户籍居民身份证以及学

生证或教师证即可在指定影院免费观影；

2.每场电影上座率严格控制在75%以下；

3.观影需戴口罩、测体温、查健康码。

1.观影群众座位前后左右需间隔1.2米以上；

2.观影人员需戴口罩、测体温、查健康码。

活动名称

第八批“中国梦”主题新创歌曲展播活动

自贸港之春·海南文艺家网上拜大年

2021海南省春节联欢晚会

海南省琼剧春晚

海南省网络春晚

海南省少儿春晚

播出平台及时间

各级电视台、电台，南海网、海南文艺网等（2021年上半年）

海南文艺网：2月5-28日

海南卫视：2月10日20：00（首播）、2月12日20：00
三沙卫视：2月13日15：45，经济频道：2月13日12：30
新闻频道：2月12日22：30，公共频道：2月13日20：00
文旅频道：2月13日23：00，少儿频道：2月14日20：00

经济频道：2月12日12: 30，新闻频道：2月14日22：30
公共频道：2月16日20：00，少儿频道：2月14日20：00
文旅频道：2月9 日20:00 、2月11日16:50、2月12日23:00 、2月17日 23:00

经济频道：2月15日 12: 30，新闻频道：2月13日 22：30
公共频道：2月14日 20：00，文旅频道：2月14日 23：00
少儿频道：2月15日 20：00
网络播出：
视听海南客户端，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少儿频道：2月12日 19：00，经济频道：2月14日 12:30
新闻频道：2月15日 22：30，公共频道：2月17日 20：00
文旅频道：2月15日 23：00

活动名称

“悦享新年”优惠购书
活动

椰韵凤凰读书会

畅游书香海岛

活动内容

凭海南大中专院校学生证和外省户籍居民身份证，到全省各新华书店购买图书，享受7.5折优惠
（党政理论读物、中小学课本、工具书、大中专教材、考试类图书除外）

邀请海南高校“就地过年”外省大学生，作为阅读推广人，在“椰韵凤凰读书会”儿童早期阅读分享
平台上，线上线下和小读者们共读一本好书、推荐一本好书，分享阅读乐趣、心得体会。

邀请海南高校“就地过年”大学生，走进海南新华小微特色书店，志愿担当阅读分享人、临时书屋
管理员，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以书香伴寒假、手拉手递温暖，和当地小读者、乡民一起过文化新年。

活动时间

2月11日至2月28日

2月12日至2月17日

2月12日至2月28日

活动地点及报名联系方式

全省各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海口解放路书城）66112599

海口太阳城24小时书店66205386、海口人民骑兵营火山口阅读分享中心19808944661、儋州海花阁书屋13976939090、
万宁华润凤凰九里书屋32020318、万宁凤凰希望书屋17733173888、五指山凤凰毛道书屋13976207139、五指山红色书吧
13976207139、临高美鳌书吧13005059911、定安琼崖红色书屋15808942627、昌江宝瑞藏书馆13876090452、白沙红色书
榭等特色书屋13976143381

文化场馆

省博物馆

南海博物馆

省图书馆

省群艺馆

活动名称

牛牛食草莫相触——牛年牛艺术展

琼戏表演、琼工坊活态演绎、沉香雅集、琼工坊活态演绎

春节活动过年七天乐-手绘好彩头、牛年送吉祥、旺牛手上折、牛年寻好礼

博物馆里“云过年”春节线上特辑视频牛年牛文化海南年俗海南饮食

《南海送祝福》社教活动

《南海寄相思》社教活动

南海“hua”吉祥

海宝闹新春

写春联活动

新春拓福送福活动

文坛沙龙·新年影视大放送

“赏春意品书香暖万家”春节主题系列活动：年俗文化展

喜迎新春，绽放光彩——“新春”乐享拼图活动

“赏春意品书香暖万家”春节系列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题系列讲座

我拍自贸港——“美丽海南”群众摄影作品展览

公益培训班（含舞蹈班、瑜伽班、成人国画班）

“圆梦微学堂”线上培训（含手工、舞蹈、国画、书法等课程）

活动时间

2021年2月8日

2021年2月16日-17日

2021年2月11日-16日

2021年2月11日-16日

2021年2月9日、2月12日

2021年2月12日-17日

2021年2月11日-17日

2021年2月11日-17日

2021年2月9-10日

2021年2月12日-14日

2021年2月11日-17日

2021年2月11日-17日

2021年1月28日-2月3日

2021年2月11-17日

2021年2月5日-3月1日

每周一、二、三、五（除2月11日至14日休课）

2021年2月1日起

活动地点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省博物馆

线上 .海南省博物馆官网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游客中心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游客中心

线上 .中国南海博物馆视频号

线上 .中国南海博物馆视频号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一楼大厅

省图书馆音乐视听室

省图书馆展厅

线上（省图书馆官微）

线上（省图书馆官网）

省群艺馆

省群艺馆

海南省数字文化馆平台

场馆开放时间

春节期间省博物馆开放时间：9:00-17:00（16:30停止入馆）

春节期间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放时间：9:00-17:00（16:30停

止入馆）

春节期间省图书馆开放时间：2月11日-2月14日9：00-13：00，

2月15日-2月17日9：00-17：00

（地方文献区、古籍阅览区、综合阅览区在春节期间不开放）

春节期间省群艺馆对外开放时间：10：00-17：00

2021年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安排表

二、在琼就地过年外省大学生优惠购书系列活动

三、公共文化场馆惠民文化活动

四、广播、电视、网络展播展演展示活动

四海同春——三沙卫视新春特别节目

海南卫视元宵节晚会

三沙元宵节歌会《乐满神州——三沙卫视元宵喜乐歌会》

新春大直播《就地过大年·海南是故乡》

魅力自贸港小康新农村之《听古听戏闹新春》

唱响新征程——喜迎建党100周年新年文艺晚会（重播）

2021海南新年交响音乐会（重播）

线上剧场——琼剧经典剧目展演

三沙卫视：2月11日16:40、2月12日20：15
经济频道：2月16日 12:30
新闻频道：2月16日 20：00
公共频道：2月15日 20：00
文旅频道：2月16日 23：00
少儿频道：2月16日 20：00

海南卫视（首播）：2月26日（元宵节）20：00
经济频道：2月27日12：40，公共频道：2月26日22：25
文旅频道：2月27日21：00，少儿频道：2月27日20：00

三沙卫视：2月26日20:30
公共频道：2月27日 23:10，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视听海南客户端

旅游广播：2月 11日-17日 09:00-12:00、15:00-18:00，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视听海南客户端

民生广播：2月11日-17日14:00-16:00、24:00—01：00，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视听海南客户端

海南卫视：2月 13日 19:30，新闻频道：2月 18日 20：00，公共频道：2月 12日
20：00

新闻频道：2月16日20：00，公共频道：2月17日20：00

微信公众号“海南省琼剧院”：2月1日-3月31日

活动名称 播出平台及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