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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9月 21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邓海宁）海南日报记者获
悉，2021年中秋假日，海口全市接
待游客总数27.2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2.67亿元。假期里，传统和高A
级景区成游客首选，丰富热闹的活
动吸引游客纷纷打卡。

中秋假日期间，海口各主要景
区景点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
旅游特色活动，新元素新时尚让市
民游客感到耳目一新。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上演拜月大典、唐宫
宴舞表演。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
头推出帆船出海观光、“海上生明
月 天涯共此时”全民中秋赏月等

活动。云洞图书馆举行钢琴独奏、
现场乐队、星空帐篷打卡点、特色
中秋小集市等活动，让市民游客感
受到浓浓的中秋氛围。

新消费时代，游客更加注重旅
游质量和体验，靠近城市的传统景
区和高A级旅游景区成为海口市民
游客首选。例如，万绿园接待游客
7.1万人次；4A级旅游景区假日海
滩接待游客5.2万人次，观澜湖旅游
区接待游客2.6万人次；3A级旅游
景区骑楼老街接待游客3.1万人次。

同时，海口乡村旅游独具韵味
强势增长。中秋假日，不少市民游
客选择自驾前往连理枝渔家乐、铭

投山庄、烽火仁台、石斛斌腾等乡
村旅游点。游客们在各乡村旅游
点赏花观绿，亲近大自然，品尝农
家饭，其乐融融。

9月21日晚，中秋月圆之夜，海口
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缤纷的赏月之
旅，海口骑楼老街、假日海滩、火山口
公园、万绿园等七大中秋主题场景同
步开启赏月模式，各处主题场景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赏月。

悠扬的钢琴独奏、燃爆现场的超
嗨乐队、精心布置的星空帐篷、绚烂
的礼花……当晚，海口湾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随着欢享潮流浪漫听月的
节拍响起，“中秋月圆之夜浪漫听月”

活动拉开帷幕，现场以大海为背景，
椰子树为衬托，营造出椰风海韵的氛
围，通过声、光、影等将中秋明月照耀
下的滨海之美尽情展现。

中秋节当晚，海口滨海大道上璀
璨的灯光秀多姿多彩，万绿园细软的
草坪上，萌娃们与圆月的花式合拍，
夜色中体验热气球升空“换个角度”
看椰城，感受独特的秀美风光。

骑楼老街还举办了“最忆是骑
楼”中秋之夜和“花朝月夕”中秋国风
主题专场演出等活动，中秋市集开
市、拜月祈福、猜谜赏月以及精彩的
歌舞表演，让中秋夜的骑楼变成了欢
乐海洋。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高亢的山歌唱起来，欢快的竹竿
舞跳起来，香醇的山兰酒喝起来……
9月20日，恰逢中秋小长假第二天，
一场以“雨林人家乐中秋”为主题的
大型直播活动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通过四地联动、5小时不间断
地展示热带雨林自然风光、雨林人家
民俗文化，让各地网友得以近距离沉
浸式“云”赏雨林月。

当天16时，直播活动启幕，当镜
头扫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郁
葱雨林、山川大河，以及游走其间的
万物生灵时，也将屏幕前的网友们瞬
间带入雨林深处。

雨林深处，雾气在峰峦间不断涌
动，滋养出独特的高山云雾茶。在五
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祖辈三代都和
茶有着不解之缘的黎家女孩卓书颜
和主播一起，带领网友们现场体验了
一把炒茶的乐趣。而当镜头转至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白沙黎族自治
县，山峦间同样是层层叠叠的茶树铺
展开去，仿佛能感受到清新之气扑面

而来。
聚居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片区及周边的黎族苗族同胞，不仅拥
有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更善于把自己
的喜怒哀乐编进歌里舞里，让歌舞变

成他们的另一种语言。当天的直播
活动中，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村、白
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村和昌江
黎族自治县王下乡浪论村等四地村

民便轮番上阵，接力表演了一曲又一
曲自编、自导、自演的原生态黎族苗
族歌舞。

跳到兴起时，什寒村的村民干
脆拉上游客一起，当音乐混合着竹

竿有节奏的敲打声，不同民族、不同
地域的陌生人纷纷围聚，在竹竿分
合的瞬间敏捷地进退跳跃；在罗帅
村，远方的游人与黎哥黎妹聚拢在
长桌宴前，聊到尽兴、酒至半酣，便
纷纷抛下手中的碗筷，一场热热闹
闹的即兴歌舞表演也就顺势拉开
帷幕……

欢笑声中，一轮明月自山峦间缓
缓升起，“悬挂”于雨林夜空。

“雨林人家的生活真是多姿多
彩”“雨林里的风景真是美”……直播
活动在海南日报客户端、新海南客户
端、抖音、快手、央视频、西瓜视频、微
信视频号等7大平台同时直播，当天
共吸引逾100万人次观看，不少网友
纷纷参与留言互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直播由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策划，旨在全方位展示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为公众
开启一扇探知热带雨林奇观、感受基
因宝库魅力的窗口。

（本报五指山9月21日电）

“雨林人家乐中秋”大型直播活动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云”赏中秋月 雨林人家乐

关注中秋假期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邓
钰）9月19日至21日，海南农垦旗下
多个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推出科普研学、观景赏月、品尝美
食、游乐体验等农旅结合的活动，景区
接待游客量持续提升。

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
在儋州市兰洋镇的海南莲花山文化旅
游景区，万盏灯火齐亮，市民游客穿梭
在由灯光构建成的银河星光、童话森
林等不同景观区，合家观灯赏月，好不
惬意。与此同时，为丰富游客旅游体
验，该景区推出的高空钢丝秀、七彩滑
旱坡等新奇的体验项目，引得游客连
声叫好。

拥有曲折蜿蜒水洞和五彩斑斓罕

见奇石的石花水洞地质公园，中秋小
长假期间颇具人气。景区中挂满祝福
标语的祈福长廊、“网红”彩虹滑道等
景点，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氛围。为确
保每位进入景区的游客能放心游玩，
该景区严格落实游客信息登记、体温
筛查等防控措施，对乘船进入水洞区
域游览的市民，采取分批次分时限流
的措施，减少游客近距离聚集和排队
等候。

红树成林，鹭鸟翩跹，新盈红树林
国家湿地公园成了自驾游客亲近自然
的好去处，中秋小长假也受到不少游
客的青睐。不少摄影爱好者也是这里
的常客，观察鸟类活动、拍摄野生鸟
类，乐此不疲。

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在三亚落幕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记者徐慧玲）9月21
日，为期3天的2021年海南省青少年跆拳道锦标
赛在三亚落幕。此次赛事共吸引全省14支队伍
317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现场，运动员们身穿白色跆拳道服，头戴
护具面罩，他们时而气定神闲，腾挪跳跃；时而动
如脱兔，箭似离弦，逆转、绝杀、旋转、击头等接连
上演，场边的助威声、欢呼声不绝于耳。赛场上，
运动员们以拳会友、切磋技艺，将跆拳道运动的风
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次比赛为我省跆拳道爱好者提供了一次相
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机会，是促
进跆拳道运动发展的重要平台。”活动主办方表示。

此次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海南省教育厅主办，三亚市跆拳道协会承办。

省群艺馆推出《魅力海南·
多彩非遗》系列宣传片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庄
虹意）日前，海南省群众艺术馆（海南省非遗保护
中心）匠心打造的《魅力海南·多彩非遗》系列宣传
片正式上线，将非遗与现代表现形式相结合，展现
海南非遗魅力。目前，《经纬线上跃动的神奇——
海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作为该系列宣传片第一期已
上线海南省数字文化馆。

《魅力海南·多彩非遗》系列宣传片第一期系
统介绍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四大工序以及该
技艺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魅力海南·多彩非遗》系列宣传片共计40
期，涵盖琼剧、海南沉香造香技艺、海南八音器乐、
黎族船形屋营造技艺、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等4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计划每周推出一期，观众
可关注海南省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或点击海南
省数字文化馆观看。

投入2.7万警力保安全

中秋期间全省旅游
秩序和谐稳定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蒋升）9月21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2021年
中秋节期间，全省共投入警力2.7万
人次，出动警车0.75万辆次，全省未
发生影响社会政治安全稳定的案事
件、重大治安案件和灾害事故。

据了解，省公安厅全面启动社
会面防控高等级勤务，严格落实公
安武警联勤巡逻各项工作机制，加
强显性用警，强化公安安全监管措
施。节日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
共检查涉旅游从业单位434家次，
为游客提供服务492次，全省涉旅
区域未发生重大案事件，旅游治安
秩序持续和谐稳定。

全省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结
合节日人流、车流出行特点，认真分
析中秋假期各地区天气情况、交通
流量及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及时发
出安全风险预警，紧盯重点区域、重
点道路、重点车辆和重点违法，采取
有针对性措施，全力防范大事故、大
拥堵。节日期间，全省共查处各类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5476起，全省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中秋假日接待游客27.2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67亿元

海口

中秋祭月民俗多农旅结合人气旺

古风游天涯
三亚 9月21日，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工作人员身着古装在景区巡演国风快闪。中秋小长假，天涯海角景区推出“古风

游天涯，中秋月更圆”主题活动，让游客畅享中秋佳节的乐趣。古装游园、国风快闪、贴花钿、抽盲盒、猜灯谜、文化惠
民演出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中秋节日氛围。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游建行

海垦

海南银行首笔“海知贷”业务落地

以“知产”引“资产”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王文佳）近日，

海南银行首笔“海知贷”业务成功落地，业务采用风
险补偿基金加担保公司担保的方式发放贷款，为海
南某医药公司企业授信200万元，帮助其解决扩大
经营、新增融资的需求，助力企业成长壮大。

“海知贷”项目9月10日上线后，海南银行第
一时间联系该医药公司提交业务办理申请，办理
过程中，海南银行专员协调审查、审批、放款等全
流程，9月17日，成功为该医药公司办理海南银
行首笔“海知贷”授信业务，授信金额200万元，有
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

“海知贷”项目是海口市知识产权局以财政资
金3000万元设立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补偿基
金，项目以知识产权质押作为融资担保，以“知产”引
来“资产”，支持小微企业盘活无形资产，将有效解决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动力。

本报定城9月21日电（记者
叶媛媛）9月21日晚，第三届中秋
祭月大典暨传统民俗活动在定安
举行，众多游客共聚海南文笔峰
盘古文化旅游区，祈福许愿共庆
佳节。

文笔峰景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海南独有的传统文化符
号，该景区已连续举办了两届中秋
祭月大典活动。在今年中秋节当
天，该景区推出了传统搓香体验、
投壶问礼、中秋博饼、中秋许愿等
传统民俗体验活动，吸引游客纷纷
参与，游客们在多样的体验中寄托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当晚举行的中秋晚会也延续

了民俗活动的精彩，《春江花月
夜》琵琶独奏、文笔太极、文笔香
道等一个个精彩节目，将中国传
统文化与新时代歌舞等相融合，
通过一种全新的面貌和形式将文
笔峰深厚的文化底蕴呈现在观众
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秋节期
间，文笔峰景区还联合海南省南天
情慈善基金会为定安10个镇的孤
儿和留守儿童，海口、儋州当地60
岁以上的空巢老人、外地在琼务工
人员、环卫工人等送上月饼，传递
社会温暖。在中秋祭月大典上，景
区还邀请了多名老人到场参与，共
同祈福许愿，分享佳节喜悦。

定安

9月20日，在琼中红毛镇什寒村，村民们邀请游客共跳竹竿舞。活动策划方供图

中秋假期美兰边检民警坚守岗位

守护口岸平安通畅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朱雯娴

“7天、168小时，和战友们并肩
作战、通宵达旦，能为维护口岸安全
和城市平安尽一份力，我感到很骄
傲！”这个中秋假期，民警王茹月在
岗位上隔空给家人送上节日祝福。

9月19日晚上10时30分，王
茹月和同事们早已到达美兰国际机
场入境大厅，为保障次日凌晨1时
海口飞巴黎的航班HU797提前做
准备。她所在的美兰边检站承担着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出入境边防检
查任务，目前机场口岸处于客停货
不停的状态，主要的货运航线有
10条左右，运输货物主要涉及免税
品、跨境电商产品等。由于航线、成
本等诸多原因，目前货运航班出入
境时间均为当晚12时至次日凌晨
6时左右，所以执勤民警每天都是
披星戴月去上勤，迎着朝霞踏归途。

8月初起，根据工作部署，美兰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始实行“7天
封闭执勤管理+7 天离岗封闭管
理+7天居家健康监测”独立作战单
元勤务模式，目前已顺利实施了5
个批次，王茹月作为第6批独立作
战单元执勤人员，在完成7天的执
勤任务后还将继续隔离。这意味着
这个中秋小长假她和本班次的战友
们都将在集中隔离点度过。

晚上11时45分，停机坪上，今
年50多岁的老民警韦吉身着全套
防护装备正在对即将出境的航班进
行监护和机舱检查，每次执勤都是
最后一个下勤脱下防护服。一直患
有头疼老毛病的他随身带着止疼
药，“看着每一班满载货物的飞机顺
利起飞降落，我心里很高兴，很有成
就感。”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提示

9月7日（含）以来有哈尔滨市
旅居史的入琼人员须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习霁鸿）针对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近日通报发现3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一事，9月21日，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提示，
要求9月7日（含）以来有哈尔滨市旅居史的入琼
人员，尤其是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史或活动轨迹
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请迅速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
区、居（村）委会报告，联系开展1次核酸检测、居
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间隔24小时后，做
好个人防护，自行前往采样点再次开展1次核酸
检测。

根据提示，14天内有哈尔滨市旅居史来（返）
海口的人员需凭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仅持有1次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的，抵海口后在口岸进行第2次核酸检测，居
家等待结果。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抵海口后
在口岸进行1次核酸检测，居家等待结果，个人做
好健康管理，1天后自行前往采样点开展第2次检
测，居家等待结果。

提示要求，省外旅游、出差及近期解除居家隔
离的境外返琼人员，应自我健康监测14天，如工
作、学习地点为人群较为密集、空间相对密闭的场
所（学校、餐厅、电影院等），建议主动做一次核酸
检测。

根据提示，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
构发热门诊就诊排查，如实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
就医途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市民尤其是现阶段海口市
重点人群应积极预约，有序前往定点接种门诊接
种疫苗，做到应接尽接，共筑该市全民免疫屏障。

提示提出，请广大市民和游客充分认识当前
疫情的严峻复杂形势，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持续关注我省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区防
控政策的调整，非必要不出岛。

提示表示，应养成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
通风、不扎堆、不聚集、文明用餐、注意咳嗽礼仪等
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序维护安全社交距离，进出公
共场所等应配合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工作。如
遇到问题请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