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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歌上线

《欢迎你到白沙来》
（2021年创作）
词曲：王秀荣

编配、录音：智军
监制：符少玲

出品：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欢迎你到白沙来，
到白沙来口耶，

白沙四季春常在咧，
休闲养生好地方，

好地方，
天涯驿站等你来。

等你来啰。
欢迎你到白沙来，

到白沙来口耶，
鹦哥岭脚下情意浓咧，

黎家美酒人人爱，
人人爱，

阿哥阿妹请快来，
请你快快来啰。

一路美丽到白沙来，
到白沙来口耶，

白沙绿茶浓又香咧，
山水黎乡多锦绣，

多锦绣，
绿韵白沙美名扬，

美名扬啰。
欢迎你到白沙来，

到白沙来口耶，
白沙人民欢迎你咧，
来到白沙唱山歌，

跳起竹竿舞，
朋友欢聚一堂，度个开心夜啰。
朋友欢聚一堂，度个开心夜啰，

哎哈啰。

白沙“三月三”好戏连台，民族文化自信焕发新彩

盛邀八方宾朋 相聚醉美白沙

白沙位于海南岛中部偏西，
坐落在黎母山脉中段西北麓，位
于海南生态核心功能区，辖区面
积为 2117 平方公里，总人口 19.5
万人，其中黎族苗族人口12.41万
人，是一个以黎族为主的少数民
族聚居县。

据悉，白沙是南渡江、珠碧江、
石碌河三大河流的发源地，松涛水
库 80%的集水面积在白沙境内。
经统计，白沙全县大小山峰有440
座，拥有海南省第二高峰鹦哥岭，
森林面积267.79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83.47%，有“山的世界、水的源
头、林的海洋、云的故乡”的美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白沙文化底蕴
深厚，民族文化保存完善，经统计，
截至2020年底，白沙已有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跻身联合国非遗
项目名录，老古舞、黎族片陶制作
技艺、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等3个非
遗项目入选“国家级”，另有渡水腰
舟、黎族民间故事等4个非遗项目
获评为“省级”。

近年来，白沙非遗传习馆、陈列
馆建成向公众开放，尤其是在“十三
五”期间，白沙多所中小学校共计
21个黎锦培训基地以及3所黎锦传
习所也相继完工投用，并指派老师
定期到各培训基地教学。同时，白
沙各部门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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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发展一
批黎锦中小企业，让黎锦艺术融入
现代服装服饰、布艺沙发等生活装
饰品中，助力当地百姓发展黎锦工
艺品产业实现增收。为更加广泛
地开展民族文化活动，多年来，白
沙坚持以举办黎族苗族“三月三”
节庆活动为契机，组织群众开展参
与度高的文艺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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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沙黎族自治县有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正在加速
推进，白沙将继续以高质量发展统
揽全局，严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团结带领全县各族人民，深入实施

“三区一地一园”新发展战略，奋力
把白沙建成“生态环境优美、民族特
色浓郁、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和谐安
定、宜居宜业宜游”的海南自贸港中
心花园。同时，也希望广大宾朋在
欣赏白沙秀丽山水风光、感受浓郁
黎苗文化的同时，积极参与白沙的
改革发展，共同续写民族团结进步、
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白沙，山水相依，一
路风光如诗胜画，千百年
来，海南黎族苗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花朵在这片生
态沃土上傲然绽放。

4月 14 日上午，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叉河
畔，以“情满黎苗三月
三·共铸中华民族梦”为
主题的白沙“三月三”开
幕式暨丰收祭典民俗巡
游活动在该县文化广场
启幕，由白沙精心筹备
的黎苗风情文艺表演、
各乡镇方阵花车巡游、
竹竿舞互动大赛、越野
汽车场地挑战赛、围聚
品尝长桌宴等一系列节
庆活动轮番登场，让远
道而来的宾朋们在欢度
这一节庆盛宴的同时，
也尽情领略了海南生态
核心区的秀美山水，激
发白沙各族儿女续写民
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
发展新篇章的信心。

当天，开幕式暨丰收祭典民俗
巡游活动由祭祀和文艺表演两大
主题组成；在舞台上，黎族苗族同
胞穿上节庆的盛装祭祀祖先，庆贺
丰收，生动再现农耕劳作、祈求来
年五谷丰登的场景。紧接着，舞蹈
《福祀》《竹鼓声声庆丰收》等具有
民族风情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为
远道而来的八方宾朋带来了美轮
美奂的视听盛宴。

在神圣庄严的祭祀仪式后，牙
叉镇、南开乡、元门乡、七坊镇、阜龙
乡、细水乡、打安镇、金波乡、青松
乡、邦溪镇、荣邦乡、白沙农场等民
俗巡游方阵沿着预定线路依次走
来，一时间锣鼓喧天，沿街群众和游
客们尽情放歌，大家都沉浸在“三月
三”的节日氛围里。临近中午，在毗
邻南叉河畔的电子商务产业园，一
场盛大的特色美食展暨消费扶贫大
集市开市；几乎同一时间，在县图书
馆旁，伴随着引擎呼啸，“三月三”越
野汽车场地挑战赛开赛，为观众们
呈现了“速度与激情”的精彩画面。
此外，南叉河畔民歌对唱、少数民族
传统服饰“秀场”、竹竿舞比赛、竹竿
舞互动表演等配套活动依序启幕，

静谧的县城变得活力十足。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在

蜿蜒多姿的南叉河堤上，一曲曲曼
妙的黎苗歌舞声响起，游客们落座
在河堤两侧的长桌宴席上，尽情分
享着糯米糍粑、三色饭、竹筒饭、肉
粽、鱼茶、肉茶、福才地瓜、毛薯等
当地特色美食，酌饮着灵芝酒、山
兰酒等特色美酒，徜徉在白沙儿女
唱响民族团结的颂歌旋律里。在

“三月三”主题文艺晚会暨篝火狂
欢环节，开场歌舞《不忘初心》刚一
结束，晚会上篇“情满黎苗三月三”
拉开帷幕，黎族歌曲联唱《打鼓歌》
《山兰稻》、黎族舞蹈《喜迁新居》
《绣》以及群舞《丰收》等节目先后
登场，充分展现了白沙黎族苗族同
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晚会下
篇“共铸中华民族梦”，歌舞《绿水
白沙自多情》、配乐诗朗诵《承诺》、
合唱《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依序
登场，将晚会的喜庆、热闹氛围推
向高潮。

晚会在歌舞表演《幸福海南 幸
福长》中落下帷幕。八方宾朋在意
犹未尽之时，又相互邀约明年“三月
三”再相聚在白沙。

欢乐“三月三”
盛邀八方宾朋相聚

以文化自信
续写民族团结新篇章

白沙举行
黎族大白茶封茶仪式

作为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配套活
动，4月13日上午，黎族大白茶封茶仪式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五里路有机茶园举行，邀请远道而来
的茶客品白茶、观茶园、共同见证封茶过程，感受
白沙黎族茶文化。

在黎族大白茶封茶仪式现场，由奥雅（黎家
德高望重的老者）和97岁黎族大白茶传承人符
玉珍（五里路有机茶园负责人符小芳的母亲），
手甩茶枝吉祥水，口唱黎家山歌，宣布封茶大典
开始；紧接着，将黎族大白茶入罐、封茶罐口，
并罐贴封条，最后奉入库藏。当天，白沙有关部
门还向该茶园颁发“白沙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黎族白茶制作技艺”证书及
牌匾。白沙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白沙将黎族
白茶制作技艺项目列入了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一步保护和传承了黎族白茶文化，填补白
沙茶产业领域研究的空白，对推动白沙传统非
遗文化与乡村振兴产业深度融合，提高当地农
户收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希望各位传承人
用授徒传艺、技艺展示、培训讲师等方式言传身
教，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制茶技艺学习中，
为白沙培养出更多的一线种茶、制茶能手，传承
黎族大白茶的精神文化。

据了解，黎族大白茶文化底蕴深厚、制作技
艺悠久，素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说
法。其原理是白茶经过陈放之后，其多酚类物质
不断地氧化，转化为更高含量的黄酮、茶氨酸和
咖啡碱等成分。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多年来潜
心挖掘黎族大白茶制作工艺，经专家教授、指
导、品鉴，让黎家制茶工艺重焕生机。据悉，封
茶传统由来已久，古时民间封茶，常见于婚嫁、
大寿等习俗。

当天，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还向去年赴湖北
抗疫的19名白沙医务人员捐赠一批黎族大白茶，
并向牙叉镇对俄村脱贫户发放分红。近年来，白
沙五里路有机茶园先后获得“全国巾帼脱贫示范
基地”“省级现代产业园”“省级茶韵共享农庄”和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接下来，该茶
园将进一步弘扬茶文化，助力白沙茶产业发展，带
动更多茶农增收致富。

好嗨游！
白沙举办“三月三”乡村民俗游活动

4月13日，2021年白沙黎族苗族“三月三”乡
村民俗游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00多
名游客走进白沙，感受白沙浓郁的黎族苗族文化
氛围。

在生态茶园小镇，初入茶园的游客们立刻被
成片绿意盎然茶园景致所吸引，纷纷驻足观赏和
拍照留念。游客们在观茶景、游茶园之时，还亲身
体验了采摘、制作茶叶的乐趣。

随后，游客们乘车来到刚刚完成生态搬迁的
新高峰村，村民们穿着黎族服饰在村口载歌载舞
欢迎，并拉着游客们跳竹竿舞。随后，热情好客的
黎家人还邀请游客们参加长桌宴，品尝具有黎族
特色的农家饭，并热情地为客人斟上黎家美酒。
席间，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阿妹为在场的宾客演
唱一曲曲黎族方言歌曲，绵延不断的歌声让人感
受到浓厚又喜庆的节庆氛围。

本次活动由白沙县委、县政府主办，白沙县旅
文局承办。

4月14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叉河畔，各乡镇群众举杯共庆“三月三”传统
民族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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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撰稿 玉荟 吴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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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在牙叉镇文化公园举办文艺晚会，演员身着民族
服饰表演。 本版图片均由 方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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