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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演丰镇瑶城村公共厕所干净整洁——

“厕所革命”为美丽乡村添彩

推进“厕所革命”提升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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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我们村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厕
所革命’，全村200多户村民家家户
户都修建了新厕所，尤其是村里的
公共厕所更是干净漂亮。”9月 29
日，在海口市演丰镇瑶城村，村民符
世礼热心地为海南日报记者当起了
导游。

在符世礼的指引下，记者在一片
绿茵上见到了他口中的公共厕所。这
间公厕外立面以灰白为主，颜色和村
里白墙灰瓦的建筑接近；内部设施齐
全，卫生清洁到位。在洗手台上，管理
方摆放了绿色植物，让人眼前一亮。

“瑶城村是美丽乡村，每天都会
迎来大量游人。公厕管理得好，才能
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美兰区演丰
镇规划所所长林冰涛介绍，公厕不仅

“面子”好看，里子更实在——就在公
厕的地下，污水管网密布，化粪池经
过防渗漏改造，粪池污水经沉淀等后
再接入污水处理系统，经由储存罐进

行沉淀、过滤等，经市政污水管网输
送到1公里以外的污水处理厂进行
专业处理。

“既减少污染，又保护了生态。”
林冰涛说，农村“厕所革命”对村民来
说是一件民心工程。实际上，早从
2014年起，瑶城村的厕所改造工程
就已经陆续开展。如今，家家户户都
用上了无害化卫生厕所。村里完成
厕所改造后，化粪池的污水没有出现
过外溢，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村民也
越住越舒心。

日前，我省印发了《海南省2021
年农村户用厕所化粪池防渗漏改造
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决策部署，计划今年11月底
前，全省至少完成5万座改造任务，
其中海口要完成的农村“厕所革命”
任务量为7000座。按照相关工作部
署，海口各区正加大改厕工作力度，
确保按省政府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
工作。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村厕所革命现场会和全省农村厕所革命调度视频会精神，加大“厕所革命”宣传力度，本报今起推出全省农村“厕所
革命”系列报道，对该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动态跟踪报道。通过设置市县“红黑榜”“记者手记”等栏目，既挖掘各市县部门的工作亮点，也
对开展工作不力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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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每次看完戏，都要匆匆忙忙
跑回家上厕所，村里没有个像样的
公厕，实在是太不方便了。”9月29
日，在海口市龙桥镇三角园村委会
龙三村民小组的文化戏台前，村民
冼文活向海南日报记者诉起苦。

可就在不远处，一块“公共厕所
内进 50 米”的招牌还挂在电线杆

上，为何说没有公厕？“所谓的公厕，
是一间在村委会办公室里的小厕
所，只要办公室关了门，大家就用不
了。”冼文活解释，虽然在文化戏台
不远处的小学里，有学校厕所，但卫
生状况较差。

另一名家在戏台旁的村民也证
实了冼文活的说法，他告诉记者，
由于公共厕所设置不到位，每次村
里有活动，村民都会到他家借用厕

所，“有时候一晚上会来几十人，家
里厕所都成公共厕所了。”

该村民认为，要解决大家如厕
难的问题，还需要村里再动动脑筋，

“要不把学校厕所的卫生弄干净，要
不就在文化戏台附近增加新公厕。”

记者首先来到了三角园村委会
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办公
室的厕所是内部人员使用，如果村
民有需要可以来借用。但是下班

后办公室关门，就无法使用了。
随后记者来到不远处的学校厕

所。记者注意到，厕所冲洗不干
净，水流较小，同时洗手池里污渍
较多。对此，三角园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林冠波解释：“目前
学校厕所主要还是校方在管理，有
时会存在卫生不到位的情况。”

对于村民提出的在文化戏台周
边新增公厕的建议，林冠波表示，

村里也曾对此开展过调研，但因为
附近有口水井，担心新建公厕后会
对水井造成污染，因此没有采纳。

林冠波还介绍，当前三角园村
的1002户村民基本完成了厕所改
造工程，村民在家如厕并不存在污
染问题。针对村民反映的情况，下
一步村里将组织人员协助学校开
展卫生清洁工作，改善如厕环境。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海口龙桥镇三角园村公共场所如厕难——

村民盼有新公厕

文昌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
郑有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海娇）海南日报记者9月29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文昌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郑有雷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
“七个一”采风团深入陵水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习霁鸿 刘操）9
月28日至29日，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
采风团深入陵水黎族自治县，体验疍家文化和少
数民族风情，创作关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优秀
作品。

本次采风团成员包括单正平等10余位省内
学者、作家、音乐家、摄影家，当地文联成员、音乐
家和疍家人也积极参与采风活动。

采风团先后前往椰林古寨、新村港、南湾猴岛
和陵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等地，了解陵水的
少数民族和疍家的风土人情，观看黎锦制作过程，
体验疍家水上生活，并与黎族歌手和疍家人齐歌
共舞，共话黎族文化与疍家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采风过程中，采风团还与陵水县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座谈，交流与展望陵水现存不同文化的发
展。此次采风行程充实、内容丰富，采风团成员感
慨海南文化之瑰丽、形态之多样，并不时用镜头和
纸笔记录，纷纷表示要将采风的成果融入下一步
创作中。

省文联副主席、海南日报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主任蔡葩表示，陵水的少数民族文化璀璨，延续至
今的疍家文化更是珍贵，采风团通过此次活动，切
实感受到了当地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活力。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9月29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关于启动新国标
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的通告，将于10月8日
起启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工作，并就市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办理海口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需
具备什么条件？

答：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办理注册登记需同时
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GB17761-2018）且获得CCC认证；

2.已通过“椰城市民云”App或“椰城交警”微
信公众号成功申领电子通行凭证。

二、如何预约办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
登记？

答：海口市交警支队将根据自7月24日起已
成功申领电子通行凭证的编号顺序，按照就近办
理原则，通过手机短信、“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公
布等方式，分批次通知车主在规定时间前往指定
地点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无需自行预约，请广大
车主保持手机通信畅通。

三、已成功申领电子通行凭证，但为何未收到
预约短信通知？

答：目前，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是根据
车主申领电子通行凭证的时间先后顺序分批次通
知。暂未收到短信通知办理注册登记的车主请耐
心等候，在此期间仍可凭有效期内的电动自行车
电子通行凭证合法上路。

四、未在规定时间办理注册登记的车主是否
可以再次进行预约？

答：请已收到短信通知的车主，尽量按照通知
的时间、地点前往办理车辆注册登记，如遇车主本
人无法前往的，可委托他人代办。无法委托代办
的，可通过“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自主预约周六
上午办理。

1.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代办的还需同
时提交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2.购车发票原件；
3.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原件；
4.自备安全头盔。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明月如诗，晚风如歌，舞步如梦般
轻盈，一幅清新自然的海南黎乡生活
图景，如画卷般在舞台上铺展开……
精心雕琢的场景，真情生动的演绎，无
一不紧紧牵引着观众的目光。

9月24日，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文艺晚会
在北京举行，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
部指导，省民宗委、省旅文厅、海口市
委宣传部和海口市旅文局出品，海口
市艺术团创作演出的舞蹈诗《锦绣家
园》获本届会演圆梦奖最高奖项最佳
剧目奖。

消息从远方传来，让守候在海南
的剧组主创团队和近百名演职人员激
动不已。大家纷纷表示：“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用文艺作
品献上了来自天涯海角各族同胞的美
好祝福。这不仅是一场演出，也是海
南建设‘锦绣家园’的生动注脚！”

精心打磨
呈现最美民族之花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是国家级
文化赛事和各民族文化艺术成果集中
交流展示的舞台，每五年举办一届。
2020年5月，我省组织开展了公开征
集剧目工作，并报送3台剧目参加遴
选。最终，《锦绣家园》从全国总计
101台遴选作品中入围，成为42台参
演剧目之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参加会演的作品不仅是文艺工作
者们的心血结晶，更展现了各个省份
生机勃勃的精神面貌。”国家一级编
导、《锦绣家园》总编导蒙麓光表示，如
何找准定位，体现时代风貌？如何在
体现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兼顾创新发
展，一展海南民族文化的风采？这些
问题，随着剧目的创排进程，逐一找到
了答案。

“最难的是作品的题材与定位。”
蒙麓光说，整场剧排下来，剧本反复调
整修改了不下三十次。

据悉，《锦绣家园》由入选海南自

贸港首批100个人才团队的“蒙麓光
艺术团队”为主要创作班底，邀请部分
主创、主演和几家参演单位参加。

“专业文艺团体，尤其是舞蹈团，
标准的排练场地面积应有400平方
米，高度能达到8米，但海口市艺术团
的排练场只有100多平方米，远远达
不到要求。”《锦绣家园》主要演员何子
平告诉记者，条件艰苦，但没有任何一
个人叫苦。

场地不够，就在小区的车道或走
廊上排练；时间很紧，就三班倒，排练
场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演员们也是
一专多能，为了达到最贴切的效果，
几乎所有的道具，大到一比一还原的
纺车，小到一束灵动的植物，都由手
工制成。

团队作战，凝聚成一股坚强力量，
呈现出了最美的民族之花——《锦绣
家园》是我省唯一代表海南参加第六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剧目，并
最终获得仅有10个席位的“最佳剧
目奖”。

别具匠心
深入挖掘民族文化

蒙麓光说，在创作《锦绣家园》中，
主创团队对黎族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
挖掘和诠释。

在她看来，《锦绣家园》的创作，除
了在团结中华儿女、尊重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挖掘传承，更要有所发展和提
升。为此，该剧全体主创人员多次深
入民族地区采风，广泛征求我省民族
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群
众的意见，对剧本、音乐、编舞、舞美、
服装、视觉等进行了全方位的修改打
磨提升。

最终搬上舞台的《锦绣家园》，通

过音乐、舞蹈、诗等艺术形式，讲述了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共产党员辰星与
黎家织女阿月相逢于海南黎乡，携手
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

看过《锦绣家园》网络展播的观
众不难发现，剧中采用了大量的黎族
民歌和黎族舞蹈，使得全剧洋溢出浓
郁的民族特色和热带风情。细心的
观众还会发现，这些民歌、舞蹈在原
汁原味之余又兼顾了新颖别致。

“为了增添时代气息，在创作过
程中，作曲家根据主题的不同，对黎
族民歌的节奏、速度以及演唱方式和
强弱变化都作了相应改编。”蒙麓光
介绍，丰富多样的音乐形式为全剧增
加了灵动气息。

舞蹈方面，编导团队撷取了黎
族典型且多彩的舞蹈元素，用现当
代最新的编舞技法进行创作，在保
留民族特色的同时使黎族舞蹈焕发

出时代美感。它们或清新、或典雅，
或灵巧、或凝重，舞蹈语汇更符合现
代审美。

蒙麓光表示，服装造型设计也是
该剧的一大亮点，严谨而考究的图案
与色彩搭配，大方而精致的款式与细
节追求，把民族地区幸福生活带来的
喜悦心情通过靓丽多姿的服装最为直
观地跃然于观者眼前。

使命担当
传播海南自贸港文化形象

“超越和创新是创作过程中紧紧
围绕的关键词。”蒙麓光告诉记者，在
组织主创人员采风时，大家被海南民
族地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所震撼，深
切感受到了党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给人民带来的幸福感。

为此，如何扛起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担当，讲好海南民族故事，传播海南自
贸港文化形象，主创团队别有巧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
织绣技艺”一直贯穿全剧始终，主创团
队特别创作出了《纺车谣》《染万物》
《织锦谣》等全新舞段；

千百年来，黎族同胞形成了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方式。黎族姑
娘们用蕉叶做伞，椰壳做鞋……这些
源自生活的场景经过艺术加工后在舞
台上美好地展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一幕是“黎
锦合作社”的牌匾被高高挂起。这再
次点明了《锦绣家园》想要传达的主
题：在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指
引下，各族人民如石榴籽一样紧紧相
拥，共建幸福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在《锦绣家园》主要演员刘子秀看
来，让她最为感动的一幕是——在全
剧的尾声中，伴随着《绣家园》的优美
歌声，一幅用黎锦织绣而成的巨幅党
旗铺满了整个舞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我们献上来自天涯海角各族同胞的
美好祝福。祝福祖国在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描绘出更美的
画卷！”这是《锦绣家园》剧组全体演职
人员的心声。（本报海口9月29日讯）

海南舞蹈诗《锦绣家园》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最佳剧目奖

海南建设“锦绣家园”的生动注脚

海口演丰镇瑶城村公共厕所。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摄

10月8日起海口新国标
电动车开始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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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家园》剧照。海口市艺术团供图

文昌东阁镇境外返乡人员
核酸检测复检为阴性

本报文城9月29日电（记者李佳飞 马珂）
文昌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消
息：9月29日凌晨，文昌市东阁镇地绿洋村委会
石堀村1例境外返乡人员定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异常。文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第一时间
对相关人员进行管控。根据规定流程，重新对该
结果异常人员进行两次采样，经海南省疾控中心
和文昌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复检，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现该区域已恢复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