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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4月13日电（记者李
梦楠）4月13日晚，2021年海南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陵水
分会场主题晚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文化广场上演，通过民歌、民舞、歌
曲串烧、诗歌朗诵等节目形式，生动
展现地方特色，为现场观众呈现丰
富的视觉盛宴。

当晚8时许，晚会在舞蹈《奋进
新时代 腾飞新陵水》中拉开序幕，
伴随阵阵优美的音乐声，在欢乐的
气氛烘托下，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
演员们轻歌曼舞，婀娜多姿。随后，
由国家级女高音歌唱家接厚芳组建
的陵水接厚芳音乐名家工作室带来

一曲悠扬的歌曲《美丽陵水欢迎
你》，台下观众们如痴如醉，不时响
起阵阵掌声。

当天上午，该县还举行了竹竿
舞、八音演奏比赛、民歌比赛等系列
活动。在声声竹竿的敲击声中，13
支身着独特服饰的参赛队伍轮番上
阵，伴随着轻快的节奏起舞；而在民
歌比赛中，一首首悠扬的情歌令现
场的观众陶醉，时而柔和抒情，时而
激昂雄壮，时而活泼清新，既有呢喃
细语的情歌对唱，也有嘹亮磅礴的
祖国颂歌。而在一旁的美食展销会
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品尝陵水本土
特色美食，亲手体验美食烹饪过程。 本报三亚4月13日电（记者徐

慧玲）4月13日上午9时许，三亚市
天涯海角游览区人头攒动，作为
2021年三亚市庆祝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活动的重要
内容在此举行。吸引上千名市民游
客欢庆“三月三”。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哨声和阵阵
欢呼声，男子攀藤摘花、男女顶棍、
男女押加、男女挑担过独木桥、男女
赶“猪”赛跑等传统竞技体育和趣味
性体育竞赛活动热闹上演。

“加油！加油！”男女押加比赛
现场围满了观众，为运动员加油呐

喊。只见两名运动员把绳子两头的
套环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绳子从裆
下穿过，对战双方四肢爬行，各自朝
相反的方向用力。

男女顶棍、男女押加、男女挑担
过独木桥等赛事是力量的较量，男
女赶“猪”赛跑则比拼的是速度与技
巧。裁判员吹响哨子后，运动员在
起点用一根木棍拨动地上的2个椰
子，沿着跑道把椰子退滚到25米处
的红线后，再将2个椰子抱起来跑
回送至终点处的红框内。由于椰子
是不规则的圆形，运动员难以掌控
椰子的路线，常常把椰子推滚到其

他赛道，比赛现场笑声一片。钻木取
火、制作黎陶、黎锦苗绣技艺比拼
……活动主办方还举办了一系列民
族文化展示活动，让市民游客充分感
受独具特色的黎族苗族文化魅力。

当天，黎族苗族传统服饰走秀、
黎锦苗绣技艺竞赛活动也吸引不少
观众围观。其中，黎锦苗绣技艺竞
赛吸引70余名选手参赛，他们中年
龄最大的有73岁，年龄最小的仅有
10岁。选手们现场演示黎锦编织、
苗衣绣制，在一推一拉、一针一线
中，独具民族特色的图案逐渐跃然
眼前，令现场观众一饱眼福。

本报八所4月13日电（记者肖
开刚）醉美“三月三”，东方花梨情。4
月13日晚，2021年东方市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暨第六届海南东
方黄花梨文化节开幕式文艺晚会，在
东方市市民休闲广场盛大开演。晚
会演出的节目充分融入黎族苗族文
化和黄花梨文化的元素，全面展现了
黎族苗族的传统文化魅力，让广大黎
族苗族同胞和市民游客享受了一场
具有民族特色的视听盛宴。

晚会在由东方市艺术团、东方

市八所中学等单位带来的舞蹈《欢
庆》中精彩开场。演员们身着民族
服饰，展现了喜庆热闹的庆祝“三月
三”场景，点燃了晚会的气氛。精彩
纷呈的节目让观众的喝彩声此起彼
伏，现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据悉，近年来，东方致力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不断加强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
护，感恩文化、黄花梨文化、“三月
三”文化等已经成为东方经济增长
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助推剂。

系列民族文化活动有趣味

本报营根4月13日电（记者李
梦瑶）4月13日晚，一场主题为“阳
春三月黎苗情、共绣美好新琼中”的
文艺晚会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月三广场开演，宣告2021年海南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节庆琼中
分会场拉开大幕。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
会共分为“山·源梦神韵”“水·寻梦前
行”“情·不忘初心”“画·追梦绽放”四个
篇章，群舞《节日圣火》、对唱《苗家欢乐
歌》、沙画诗朗诵《振兴琼中》、情景舞蹈
《铿锵绽放》等节目轮番上演，让这座
山水小城刮起一阵“最炫民族风”。

本报抱由4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林东）“山海互动献欢
歌，花开三月颂党恩”。4月13日，乐
东黎族自治县上万群众齐聚县城民族
文化广场，载歌载舞，共庆传统佳节。

当天上午，乐东县黎族苗族同
胞，身穿民族节日盛装，从四面八

方，汇聚县城民族文化广场。他们
跳着民族舞蹈，唱着民族山歌，歌唱
新时代，歌颂共产党，赞美幸福生
活，表达节日喜悦。在浓浓的喜庆
氛围中，挑椰子、押加、拔河等黎族
苗族传统竞技比赛同时开展，民族
文化广场变成欢乐的海洋。

载歌载舞欢庆“三月三”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4月的海口江东新区，到处可见
施工建设的火热场面。走进海口金融
中心项目，工地干净整洁，虽然车辆来
往热闹，可并没有见到有多少工人在
施工现场干活。由于采用了装配式方
式建造，部分工作已经转移到工厂里
完成，项目施工现场工作效率提高，3
天到4天就能“搭”出一层楼，也就不
需要那么多的工人。

装配式建造房子，部分部件在工
厂完成再运送过来组装，这样对施工
技术要求有了新的变化，就业岗位和
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业内人士认
为，装配式建筑作为新型的建筑建造

方式，从设计、生产到施工组装，都是
对过去传统建造方式的革命性改革发
展，新型技术呼唤新型人才。

4月13日，在万宁市海建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吊装队操作手胡许颜
坐在吊车里，操控着方向盘，把一块制
作好的叠合板吊起，叠放在地面上，这
些叠合板送到工地后，再精准拼装成
墙面、楼板，组合成一栋装配式建筑。

“第一次见到装配式施工我就很震
惊，后来了解到这是未来建筑业的发展
趋势，我就想把这种技术学到手，以后
就靠技术吃饭。”胡许颜说，他曾经也在
项目工地干过，后来选择了转岗。

“现在一进入装配式建筑的施工
现场，所有物料摆放井井有条，干净整

洁，大家也觉得工作环境改善了许
多。”中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生产总监
吴良仁说，以前施工现场到处都是水
泥钢筋，灰尘、粉尘漫天飞，工人们灰
头土脸，干活爬上爬下，也很耗体力。
尽管建筑业工资相对较高，但选择来
工地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建筑
行业，工人老龄化已成为普遍现象，尤
其是像放线工、木工、钢筋工这种需要
长期积累经验的技术工种，更是短缺。

“建筑业今后不能再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推广装配式建筑是大势所
趋。”海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吴亚春说，建筑业过去一直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建造方式粗放，工
人技能素质较低。如今，建筑业传统
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
发展要求，政府提出发展装配式建筑，
是促进建筑业向新型工业化建造方式

转变，是建筑业转型升级以及应对人
口红利淡出的必然选择。

“用装配式建造，施工现场就不需
要那么多工人了。”吴良仁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传统建筑方式以手工作业为
主，存在生产效率低、建设周期长、质量
通病等问题，而装配式建筑的各部件都
在工厂预制，质量更有保障，工人们只
像搭积木一般进行标准化操作即可。

不过，新技术也有更精准的新要
求。比如装配式建筑预制部件的套孔
要与预留的钢筋完全契合，必须保证
零误差，这不仅需要工厂设计的模具
精准到毫米以上，同时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对组装力量、时间的把控都要很
精准。

“必须得持续加强学习，我们公司
也会组织我们学习培训。”吴良仁说，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专业的学习

培训必不可少，公司经常会组织学习
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文件、行业标准文
件，或者参加行业观摩会，与其他行业
人员交流等。

“以往一说起建筑业，给人印象就
是又苦又累，年轻人愿意来工地就业的
越来越少。现在新技术促进行业进步，
未来年轻人在建筑业就业，可以到工地
上，也可以到工厂里，大多都是机器操
作，都不会像以前那么累人了，我相信
会有更多人选择建筑行业。”吴良仁说。

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我省
正在编制装配式建筑“十四五”规划，建
立专业人才队伍也是我省装配式建筑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今年，
我省要继续举办各类装配式建筑技术交
流培训，培养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
工、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队伍。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装配式建筑推广应用越来越广泛，引领建筑业走向工业化，有利于推动劳动密集型民工转为技能
型技术工人——

新型技术呼唤新型人才

金鹏航空“上海浦东-博鳌”航线开
通一年来，运输旅客超5万人次

“博鳌号”飞机
昨日飞抵琼海

本报博鳌4月13日电 （记者邵长春 刘梦
晓 通讯员张媛）4月13日，海航金鹏航空与琼海
市政府首次合作的冠名飞机“博鳌号”，由上海浦
东机场顺利飞抵琼海博鳌机场，于该航线开航一
周年之际正式亮相。

据悉，“上海浦东⇌博鳌”航线开通以来，运输
两地往来旅客累计逾5万人次，有效促进苏浙沪
地区与琼海及周边地区的商务与旅游合作。

其中，保障上海地区专家医生、高端康养旅游
消费者往返博鳌近万人次，成为连接上海、博鳌乐
城两大国际医疗高地的空中桥梁。

当天12时20分，“博鳌号”冠名飞机首飞仪
式在博鳌机场停机坪举行。金鹏航空还为乘坐

“博鳌号”主题航班的旅客精心准备了客舱主题活
动，共同庆祝开航一周年。

家在上海的旅客吴玉琴表示，今天是她到博
鳌乐城一家医疗单位报到的日子，能够在上班首
日就乘坐上海博鳌开航一周年主题航班感到非常
幸运。

旅客王缓则是上海某律所的实习生，在即将
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担任翻译服务志愿者，乘坐
本次主题航班对她来说也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据悉，“博鳌号”冠名飞机以大力宣传琼海旅
游经济，打造城市旅游名片为目标，并以“康养度
假新地标”“会议会展新高地”为宣传标语，嵌入红
色娘子军、博鳌亚洲论坛等琼海地标性景点及建
筑，辅以海南省花三角梅装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向全国展示博鳌风采。

据悉，金鹏航空是国内首家联通上海地区与
海南岛全部三家民用机场的上海基地航空公司。
除客运业务外，该航线开通以来，金鹏航空还通过
腹舱运输虾苗等海南特色农产品近300吨，一年
执行往返航班300余架次，为琼海地区季节性农
产品及时出岛提供运力保障。

海胶智能科技公司成立
四方签约“智”造橡胶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
思敏）4月13日，海胶（海南）智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海胶智能科技公司）在海口签约成
立。该公司将致力于智慧机器的研发、经营及管
理，并探索将云计算、区块链和物联网等高新技术
应用于天然橡胶生产、加工等领域，塑造天然橡胶
产业“智”造生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海胶智能科技公司由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哈工大创新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和高忠文四方共同成立，充分发挥其资源、人
才、科研和产业基础和生产技术等优势，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着力于应用现代化技术和装备，
进一步推动天然橡胶产业智慧转型，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据了解，近年来，由于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
响，橡胶收割环节的产能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海
胶智能科技公司计划探索推出可易推广、成本低
的智能割胶机器人，将有效释放人力，解决胶工短
缺问题，并提高割胶效率，有效提升产能。

本报嘉积4月13日电 （记者刘梦晓 赵优
通讯员李婧瑜）4月13日，由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共同承办的“故宫·故乡·故
事——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文物展”，在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将持续至7
月13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鸿文表示，此次展览是
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第三次联
袂合作，精选院藏黄花梨家具与沉香器物中的上
品，采用场景陈设与重点展示相结合的方式，力求
将二者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最真切地传达给每一
位观众，以促进和推动祖国各地优秀传统文化的
交流与传播，让文物说话，为观众讲述一段由黄花
梨沉香而引出的海南与故宫的故事，将精彩纷呈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天，“南方有佳木——海南黄花梨沉香体验
展”也正式开展，该展览以海南黄花梨沉香的研究
者、收藏者和传承人的精品，以组团式信息点集中
展出，为观众讲述黄花梨沉香在海南的传承发展。

“沉香雅集”香道文化展示和“花梨木雕”文化展示
社教活动让黄花梨沉香文化走近观众。两个展览
相映成趣，向世界展示海南独特、丰厚的地域文化。

此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古典家具专家
胡德生也应邀走进“南海文博大讲堂”，带来《故宫
黄花梨家具》主题讲座。

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
文物展在南海博物馆开展

图为观众在观看故宫博物院藏黄花梨沉香
文物展展出的藏品。 本报记者 赵优 摄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记者刘
操）“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
大义、为崇高革命理想而抛头颅、洒
热血。”4月12日上午，省老促会联合
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在革命老区村
庄三门坡镇文岭村委会福兴村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在一棵大榕树下，97
岁的老党员竺达真精神矍铄地为40
多名基层党员代表上党史课，讲述福
兴村的革命往事。

竺达真是一位有着73年党龄的
老党员。他的父亲竺植存曾是福兴
村农民赤卫队队长，参加过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1930年光荣牺牲，被评
定为烈士。竺达真作为福兴村村民，
从小目睹了战火纷飞，青年时代接受
党的教育培养后，心里觉得有责任有
义务把福兴村的革命历史讲给年轻
党员听。

时隔多年，讲起革命往事，竺达
真的情绪依然激动。“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为了基层百姓反压迫，得到了人
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福兴村1927年
就成立党支部，当年全村有12人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竺达真介绍，他曾
听村中早期参加革命的长辈讲述，党

支部成立后，发动农民群众组织了农
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农民协会开展
减租减息，批斗反动地主运动。竺达
真的父亲带领20多名赤卫队队员在
坝上村埋伏截击李鸿帧民团，歼敌十
余名，缴获长枪十二支。

“从那时起，整整23年，福兴村
的党员群众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
争。”竺达真说，福兴村也经历过磨
难，1928年，国民党反动乡团连续两
次派兵包围村子，杀害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40多人。“但福兴村的党员没
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大家仍在

坚持革命斗争！”
“我们一定要牢记先辈们为我

们今天的幸福所作出的牺牲，让革
命精神传承下去。”党史课接近尾
声，竺达真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
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但这些都是共产
党人和革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希
望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努力奋斗。

竺达真的讲述，感染了不少围
坐在他身边的党员代表。三门坡镇
政府党员干部蔡汝轩深有感触：“我
们在革命老区工作，听老党员讲当

年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如今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些故
事讲给更多的党员听，让更多人铭记
历史。”

三门坡镇党委书记周海峰说，该
镇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凝聚力
量推动乡村振兴。“我们要做大做强
荔枝产业，进一步扩大荔枝的种植面
积，形成规模效应，延长荔枝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我们也要思考将
荔枝从季节性消费品做成荔枝长期
性消费品，打造荔枝干和荔枝酒等产
品，持续帮助农民致富增收。”

97岁老党员在革命老区村庄为基层党员讲党史课

忆峥嵘岁月 话奋斗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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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起“最炫民族风”

文艺晚会民族韵味浓

“三月三”节庆赏黄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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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 4月13日，三亚市庆祝“三月三”节庆活动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选
手参加顶棍项目的比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五指山4月13日电（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刘钊）作为2021年
五指山市庆祝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
日“三月三”活动的配套内容之一，
13日上午，由五指山市人民政府、
海南省社科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主办，五指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承
办的“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民族教
育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五指

山市召开。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武汉大学、海南大学、中南民
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高校和
出版社等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我国
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教材中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南民族教

育”“海南黎族地区槟榔业分析与发
展”等多项主题内容展开集中交流
探讨和分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本次
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有助于加强海南
岛民族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有
助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
下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民族教育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举行五指山

➡ 4月13日晚，在东方市庆祝“三月三”节庆晚会上，演员们身着民族服
饰进行表演。 本报记者 肖开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