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月14日，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市民游客
享受美丽乡村乐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乡村游之乐

➡ 2月15日，游客在三亚市旅游景区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滨海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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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坚守

■ 本报记者 郭萃

当夕阳落幕，滨海大道的霓虹灯
逐渐亮起，夜晚的海口褪去白天的车
水马龙后，似乎更多了一份浪漫和文
艺气息。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
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
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
过这里……”2 月 15 日 19 时 30 分
许，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口湾外滩广场
处，街头艺人薄荷兵糖乐队主唱赵振
鑫沧桑的歌声与萨克斯、手鼓声一同
响起，来往游客顿时都停下脚步，驻
足聆听甚至同声歌唱起来。

今年春节，赵振鑫没有选择回
老家河南郑州与家人团聚，而是就
地过年留在了海口，与他一同留下
的还有乐队中来自湖南湘潭的萨
克斯手李健和来自山东威海的手
鼓手王佳佳。

既然都是独自过年，年前三人商
量决定春节期间继续在海口湾演出，

“我们持有龙华区街头临时演艺人员
备案通知单，街头演唱既能为春节假
期的城市带来一份喜庆，也能给听众
以及外地留海口过年的市民带来欢
乐和享受。”赵振鑫说。

从大年初一开始，薄荷兵糖乐队
每晚都会带着乐器来到龙华区外滩
进行演出，与以往偏爱民谣演奏不
同，春节期间他们选择的演奏曲目也
更应景了。赵振鑫说，会选择一些大
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以便于观众能够
更好地互动，同时也会选择一些新春

和爱国主题的歌曲，营造节日氛围激
发大家爱国情感。

“在现场竟然也听到了春晚演唱
的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歌手悠
长的音乐声似乎把我们带到了西北
的大草原上，让人沉醉其中也想起了
爱情的模样。”现场观众邓静琳说。

从外滩一路往世纪公园方向漫
步，看着灯光与海水连成一片，感受
习习凉风拂面而来，沿途除了歌手优
美的音乐声，还可以观看到街头艺人
带来的舞蹈、杂技等表演。

“春节期间难得晚上有时间陪家
人出来逛逛，一家人在海口湾吹着海
风，听着音乐观看表演欣赏着夜景，
确实是一种享受。”海口市民吴女士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这里她感受到
了艺人们高水平的表演，非常让人惊
喜，“真没想到海口居然有这么多优
秀的街头艺人。”她感叹，海口湾经过
改造不但休闲惬意，艺人们的“点缀”
更是让海口湾增添了时尚气息，丰富
了市民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同时也
希望龙华区能带来更多优质的演出

与活动，让文娱活动融入市民日常生
活当中。

龙华区充分挖掘街头艺术文化
内涵，不仅提升了龙华的“夜经济”，
也将海口湾打造成了群众喜闻乐见
的网红休闲打卡地，目前，龙华区已
有28组街头艺人获得龙华区街头临
时演艺的备案资格。

“今年春节，龙华区打造了‘闪
亮夜龙华’外滩路演活动，每晚定
时在海口湾上演，通过萨克斯表
演、街头艺人献唱、外国友人演出

等形式，丰富节日娱乐氛围，也为
留琼的外地人员带来快乐。”龙华
区文化馆馆长樊萍表示，这几天海
口湾的人流量较以往有所增加，丰
富的活动也受到市民游客的好
评。她同时提醒市民游客，在海口
湾观看街头艺人表演时，要遵守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有关规定，做到戴
好口罩、保持间隔距离，不乱停放电
动车，在周边停车场有序停放机动
车辆，共同维护好良好的观赏秩序。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海口龙华区街头艺人在海口湾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表演

灯光映海水 外滩乐悠扬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见习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林朱辉

“新年好！”2月14日大年初三
上午 11 时，曹鹏跟来接班的同事
互相问候之后，离开办公岗位，结
束了自己的春节值班工作。“从大
年三十到年初三，连续4天都在值

班。”他说，值班期间，需要24小时
待命，确保有事时能够随叫随到，
及时处理。

曹鹏是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维修
处的工作人员，2010年进入海南核
电有限公司工作。自从海南核电有
限公司一期工程1号机组和2号机组
建成投产以来，节假日值班是常有的
事。今年春节前夕，全国各地发出就
地过年的倡议，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出《关于号
召海南核电干部员工春节留琼过年

的倡议》，提倡干部员工“非必要不
离琼”。

“响应公司的号召，自愿留琼过
年，和同事们一起为点亮万家灯火提
供服务保障，一样开心。”海南核电有
限公司运行处现场操作员叶文鼎说，
运行处的工作24小时不间断，任何
时候都需要工作人员在场，即便是春
节，都要有人轮流值班，保障机组的
安全稳定运行。

叶文鼎是重庆人，他说，工作为
重，春节期间通过视频电话给家人报

平安送祝福，年后有机会再回老家看
望家人。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共有员工
1100人，其中外省员工近90%。今
年春节假期，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党政
班子成员与400多名职工坚守岗位。

为了让就地过年的员工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在员
工生活区里，挂上大红灯笼、彩灯等，
营造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记者
在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的食堂和超市
看到，糖果、饮料等年货摆满货架。

“我们储备的米、粮、油都能保证7天
的供应，储备的瓜菜能保证3天的供
应。平时食堂供应12道菜，春节期
间菜品更加丰富，让在海南过年的员
工过一个好年。”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行政服务科孙勇军说。

考虑疫情防控要求，海南核电有
限公司原准备的很多线下春节文娱
活动都取消了，转而开展线上活动，
例如“云春联”征集评比活动，让员工
把春联晒上网，营造春节氛围。

（本报石碌2月15日电）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党政班子与400多名职工坚守岗位

用真情守候海南新春的万家灯火
旅游警察全员在岗

全力护航春节旅游安全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张璐瑶）2月15日大年初四一大早，三亚旅游
警察就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及周边区域开展巡逻
防控工作……为做好春节期间全省旅游安保工
作，海南旅游警察全员在岗，多措并举保障假日
旅游安全，努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稳定的旅
游治安环境。

除夕以来，海南旅游警察共出动警力2300
余人次，警车900余辆次，检查旅游从业单位
900余家次，服务救助游客2000余次，确保我
省旅游市场秩序安全稳定。

陵水旅游警察利用无人机在分界洲岛、清
水湾等景区开展巡防，三亚旅游警察驾驶警务
沙滩车在大东海景区巡逻，海口旅游警察在万
绿园检查热气球设施，万宁旅游警察在石梅湾、
日月湾景点设置检查站……

为保障春节期间我省旅游治安秩序安全稳
定，海南旅游警察坚持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处
置有机结合，全面强化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各项
安保维稳工作措施，充分利用无人机、警务沙滩
车、海上巡逻快艇、涉外旅游警务语言翻译机等
工具，加强对旅游活动涉及的景区景点及周边
区域、网红打卡地、风景秀丽的非旅游景区、免
税店等场所开展全面隐患排查，加强巡逻防控，
严厉打击旅游购物市场欺客宰客、诈骗、制假售
假等违法犯罪，全力确保春节期间我省涉旅区
域秩序稳定和游客安全。

假期前四天累计接待游客6.52万人次

定安新春旅游人气旺
本报定城2月15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罗健超 张博 程守满）“这样的花海太美了，
像世外桃源一样，充满诗情画意。”今年春节
期间天气晴好，伴随着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
光，不少游客带着家人到定安短途出游，享受
春节长假。

2月15日上午，在香草田园共享农庄，游
客们漫步在花海中，利用手机、照相机记录与家
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喜欢运动的年轻人更是
在越野卡丁车项目前排起了长队，想要亲身体
验一把“速度与激情”，儿童也在小型动物园里
与羊驼面对面“交流”。“大家热情非常高，从大
年初一开业到现在我们共接待游客近1.4万人
次。”海南香草田园农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宝迪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位于定安的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景区也
是游人如织，许多人选择在春节假日期间来文
笔峰游玩，既可以登高望远，为家人祈愿新的
一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又可以徒步在景区
里欣赏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感受道教文化的
丰富内涵。“每年春节我们全家都会来文笔峰
为家人祈愿，这已经是我们的习惯了。”游客莫
先生说。

同样备受游客青睐的还有海南热带飞禽世
界。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到这里踏青、喂鸽子、辨
识鸟类、观赏表演，让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在游玩中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据了解，春节假期前四天（2月11日至2月
14日）定安县各景区、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
客6.52万人次，其中，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61
万人次，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客2.91万人
次，累计日接待过夜游游客6377人次，实现过
夜游旅游收入423.43万元。

与此同时，定安县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春节
假期的疫情防控工作，涉旅企业也按照要求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值班人员每天对涉旅企
业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检查，确保
旅游文化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2月15日晚，海口市龙华区街头艺人在海口湾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郭萃 摄

三亚加强旅游市场监管
2月11日至15日12时，已检查各类市场
经营主体2686户次

本报三亚2月15日电（记者高懿）海南日
报记者2月15日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春节期间，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旅游
消费市场监管力度，持续深入开展“春雷”专项
整治大行动，严厉打击扰乱旅游市场秩序违法
违规行为。

据了解，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春雷”专项整治大行动，以旅游
市场、农贸市场经营秩序、食品药品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价格监管等为重点，严厉打击关
切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缺斤少两、欺客宰客等
违法违规行为，确保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市
场安全有序。

专项整治大行动监管海鲜排档、旅游购
物点、婚纱摄影店、景区景点等行业和区域，
对海鲜排档就餐高峰时段实行“错时监管”，
严厉打击欺客宰客、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违
法行为。

2月11日至15日12时，该局共出动工作
人员726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92辆次，检查各
类市场经营主体2686户次，累计检查旅游景区
38个次，检查海鲜排档241家次，海鲜广场25
家次，旅游购物点33家次，水果摊点（店）381
家次，婚纱摄影店37家次，其他涉旅企业43家
次，保障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据统计，“春雷”专项整治大行动期间，共检
查各类涉旅市场主体1443家次，处理热线投诉
2050宗，举报47宗，诉转案1宗。处置涉旅舆
情39条。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走，赶海去！”2月15日16时，
刚刚通车不久的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北港村显得非常热闹，不仅环村道

路上停了许多车辆，村里也到处是游
客。而村民陈海东家更是热闹——
除了女儿一家人外，儿子的同事单利
杰一家也来做客了。看到潮水已退，
陈海东便邀请所有人一同去赶海。

春节期间
的每天下午，是
北港村周边海
滩的退潮时。
由于紧挨着红
树林，地势平
坦，退潮时海滩
上遍地是海鲜。

穿过红树林，平坦的海滩立刻出
现在大家眼前。单利杰10岁的女儿
单怡拎着一个小桶，第一个冲了过
去。此时海滩上，到处是前来赶海的
人。有穿着雨靴、戴着斗笠、拿着铁
钳的村民，也有光着脚丫“赤手空拳”
的“非专业户”……在斜阳的照耀下，
每一张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

“爸爸，我捡到了一个大贝壳！”
冲进海滩不久，单利杰的女儿很快就
有了收获。“我也捡到了一个大生
蚝！”父女俩举着各自的“战利品”相
视一笑，继续弯腰寻觅。“赶海的时

候，步子不要走太急，如果是徒手尽
量不要挖泥，小心生蚝割手。”站在不
远处的陈海东笑呵呵地对着单利杰
一家人讲解赶海“注意事项”。

“你捡了这么多，不错啊！”“你也
捡了不少啊！”……17时30分，海滩
上人越来越多，海风中夹杂着大家阵
阵欢快的笑声。“作为新海口人，正月
赶海让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过年方
式。”来自河北的单利杰说，他于
2010年定居海口，如今越来越热爱
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

大扇贝、生蚝、螃蟹……相比于

单利杰父女，陈海东和女儿女婿捡到
的“战利品”就丰富多了。“正月赶海，
以前只是我们村民自己找乐子的方
式。”陈海东说，今年和往年不同，最
近几天，大量游客的到来使得海滩成
了欢乐的海洋。

陈海东充满憧憬地说，随着海
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通车，村子
里农家乐、民宿等旅游设施的不断
完善，今后正月到北港村赶海肯定
会成为游客在春节期间的一种新休
闲方式。

（本报海口2月15日讯）

通车让村子里越来越热闹，也让游客多了新去处新玩法——

正月，到海口北港村赶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