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部门进一步拓展便民服务举措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2022年铁路
春运自1月 17日开始，2月 25日
结束，共计40天。海南铁路预计春
运期间发送旅客346万人次，日均
8.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客流将
以学生流、“候鸟”流、探亲返乡流、
短途旅游流为主。

据介绍，海南铁路计划开行海
南环岛高铁65.5对，开行海口市郊
列车64对，进出岛旅客列车6对，
具体开行情况将会根据客流情况进
行动态调整。

据了解，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
管内各车站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的基础上，为方便旅客春运期
间顺利出行，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全力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切实
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海南铁路预计春运发送旅客346万人次

5项便民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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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南环岛高铁推出“20 次计
次票”和“30 日定期票”两种灵活
快捷、经济实惠的新型票制产品。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铁
路 12306”手机 APP 实名购买，购
买后可无须购票，直接乘车

做好老年旅客售票服务，车站优先保证为老
年旅客提供人工服务和现金购票服务，铁路
12306网站推出无障碍适老化功能界面，支持大
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和手机读屏，余票充足时
可为60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分配下铺，有效解
决老年人和障碍人士购票困难

推广临时身份证明电子化。“铁路12306”手
机APP为旅客提供乘坐列车临时身份证明电子
化服务，旅客在遗失或未携带中国居民身份证
时，可在线自助申请乘坐列车临时身份证明，申
请通过后以手机动态二维码方式在线下完成购
票、退票、改签，进站，检票等业务服务

积极与当地市政
部门联系，加强铁路
与地方公交接驳，最
大程度确保首趟和末
趟列车有公交接续，
实现无缝对接

5

推出12306“铁水联
运”服务，旅客“一次购
票”即可完成湛江西至
海口之间火车、轮渡、巴
士的无缝换乘，让跨海
交通更加便利

“双减”在行动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聚焦海南共享农庄发展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第26期

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将分别于1月17日20
时、20时30分在海南经济频道、三沙卫视播出，
于1月23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2021年1月18日，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顺时而动，更名为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在转型升级一周年之际，电视夜校推出特别策划
节目——“共筑乡村幸福路”海南共享农庄风采展
示会，重点推荐海南省内6家共享农庄。

本期节目将围绕“立潮头的农庄产业”“忘不
了的农庄味道”“了不起的田园梦想”等3个主题，
聚焦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带领观众回归田园、追忆
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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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杜涛 于翔）为期40天
的2022年春运将于1月17日拉开
帷幕，春运期间，预计岛内三大机场
将完成航班起降超3万架次，旅客吞
吐量约440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1月31日至2月6日），岛内三大机
场预计执行航班超5000架次，保障
旅客超70万人次。预计2022年春

运海南将出现两次航班流量高峰，
分别是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七）
左右的进岛高峰期、2月6日（正月
初六）左右的出岛高峰期。海南作
为人们春节团聚后出行的重要旅游
目的地，预计2月3日（正月初三）之
后航班量增速明显，且将持续一段
时间。

海南机场提示，由于目前涉疫
地区及相关政策变更频繁，为避免

耽误行程安排，请有出行计划的旅
客务必提前了解出发地、目的地城
市的防疫要求，同时请做好个人安
全防护，并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
场办理乘机手续。另外，提醒在海
口乘坐南方航空（CZ）、海南航空
（HU）航班出港的旅客须前往美兰
机场T2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乘坐
其他航司的旅客前往美兰机场T1
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

又讯 （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云
蕾 陈栋泽）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今年春运期间
该机场计划执行航班约1.7万架次、
运输旅客约228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海口的机
票价格相对平稳、航班座位供给充
足，整体呈现春节前出港价格较低、
进港价格稍高，春节后价格走势相反
的局面。

海南岛内三大机场：

春运预计运送旅客约440万人次

广告·热线：66810888

■ 本报记者 昂颖

日前，大型原创交响音画《南海
赋》在海口连演两场。《南海赋》将临高
渔歌“哩哩美”古朴真诚、柔美抒情的
旋律通过交响乐的形式呈现出来，把

“哩哩美”唱进了观众的心里，演绎出
海南民间文化蓬勃的生命力。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哩哩美”
渔歌，这个贯穿《南海赋》的重要艺术
元素正是海南本土文化的代表之一。

“哩哩美”在海南临高一带家喻户晓，
植根于生活的沃土，融入当地人民的
血脉之中。

“‘哩哩美’非常特别，无论是独唱

还是对唱，它都与内地的音乐元素大
有不同。”国家一级作曲、《南海赋》作
曲杜鸣表示，“哩哩美”最早起源于临
高县新盈镇后水湾一带渔家妹卖鱼的
叫卖声，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
旋律的渔歌，人们在赶海、织网、婚嫁、
迎客等不同场合吟唱，以表达感情，

“‘哩哩美’的特殊歌曲结构与曲调具
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值得我们
去挖掘并加以推广。”

“赋很宏大，不同于唱词，歌唱性
会弱一些，这对音乐创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作曲时，不仅要兼顾咬字与
唱调，更要体现出音乐性，凸显民族特
色、恢弘气势。”为了将“哩哩美”元素

更好融入《南海赋》的音乐创作，在驾
驭大型作品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杜
鸣，下了很大功夫。

“深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从
中汲取营养和灵感，才能催生出既有
历史渊源又有时代特质的音乐之花。”
在创作前，杜鸣曾多次深入临高渔村
采风，与渔民面对面交流，向最有代表
性的老前辈请教“哩哩美”的念腔和唱
腔。在音乐创作实践中，杜鸣渐渐发
觉，“哩哩美”这一悠扬的曲调在融入
交响艺术后，海洋文化特征便凸显出
来，将海洋文化的博大与包容展现得
淋漓尽致，让乐曲的形象更加深刻而
饱满，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利用民歌的可塑性特点，我将‘哩
哩美’的曲调融入交响艺术，加入合唱、
领唱、男女声二重唱形式，让音乐之间
纵横交错、上下呼应，形成此起彼伏的
交织效果。”在创作中，杜鸣兼顾传承与
创新，既保持了主线旋律优美，又与南
海主题交相呼应，将《南海赋》打造成了
散发浓郁中国特色的交响乐作品，展现
出交响乐的中国韵味，表达了对祖宗海
的深厚情感，让民族音乐更加唯美大
气，韵味悠长，促进其广泛流传和发展。

《南海赋》音乐既主题突出，又形
象鲜明；既朗朗上口，又动人心弦。杜
鸣认为，“哩哩美”为《南海赋》的音乐
旋律注入了生命和活力。这种声音鲜

活而纯净，每一个音符都洋溢着激情，
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绵长，让观众
在品味旋律的同时，产生似曾相识的
感觉，更易于与作品产生共鸣，从而点
燃激情，激发逐梦新征程的斗志。

“丰富的语言和方言资源，伴生多
姿多彩的海南民歌，它们曲调不同，各
具特色，传唱千古，历久不衰。今后我
将继续投身于海南民歌领域的开拓和
发展。”杜鸣表示，下一步他将从各个
方面打磨《南海赋》音乐，在保留“哩哩
美”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
让音乐的整体灵魂得到提升，让海南
本土文化传得更远。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大型原创交响音画《南海赋》作曲杜鸣：

创新，让“哩哩美”更具生命力

2022海南新春年货展
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罗
霞）1月15日，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
的2022海南新春年货展在海口海航
文化广场开展。海南一些龙头企业、
市县展团以及来自岛外多地的参展商
齐聚现场，开展年末促销活动，满足群
众买年货需求。

本次展会共有257个展位，展品
涵盖新春花卉、粮油食品、跨境商品、
腊味肉制品、休闲零食、特色农产品、
生活家居、服装服饰及汽车等品类，现
场展出近千种商品。

年货展不仅免门票，而且每日提
供300份鸡蛋供观众免费领取（每人
限领一份），先到先得。此外，主办方
在现场设置了快递区，可为市民提供
年货快递服务。

据悉，展会将持续进行至1月25
日，每天9时至21时开展。

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迎来千企参与

数百场带货直播
推出近10万款商品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记者罗霞）1月 16
日，由省商务厅、省工信厅主办的2022海南网上
年货节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年货节期间，来自
省内外的电商平台将携手近千个生产企业和商
家，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网上促销活动。

本次网上年货节将持续进行至2月10日，将
开展数百场带货直播，推出近10万款商品，涵盖
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领域，重点聚焦免税商
品、海南特产、跨境商品、水果生鲜、家居用品、节
日用品等消费品类。

启动仪式现场设立了活动专场直播间，开展
2022海南网上年货节产品展示与直播带货活
动。海南各市县针对地方特色，积极开展各项专
题活动。儋州市将依托年货节举办系列带货活
动；昌江黎族自治县在淘宝等平台设置活动专
题，上架活动产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设

“虎年嗨购 琼惠万家”专场直播间，限时折扣等
福利送不停。各商家、电商平台纷纷推出形式多
样、力度大的让利活动。

海南迎春花市开幕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罗

霞）1月16日，海南省第二十一届暨
海南花卉大世界第十四届迎春花市在
海南花卉大世界开幕，大批花卉盆景
争芳斗艳，供市民和游客观赏、选购。

本届迎春花市迎来商家积极参
与，花商纷纷备足货，增加花卉新品
种，以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在海南花卉大世界，商家准备了十
万余盆年花年桔，品种达上百种，有象
征大吉大利的金桔，有代表吉祥和如意
的年花、年树，如一品红、蝴蝶兰、大花
蕙兰、发财树、金钱树等盆景产品。从
市场反馈情况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精致花卉盆景需求量增大。

本届迎春花市将持续进行至1月
31日。

武警海南总队举行
2021年度表彰颁奖典礼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雷辙 房立）1月14
日，武警海南总队举行2021年度表彰颁奖典礼。

典礼分为“先锋”“标兵”“筑基”三个单元，
以主题短片、代表发言、合唱演奏等多种形
式，生动展示了武警海南总队过去一年的先
进事迹。

现场武警官兵纷纷表示，表彰颁奖典礼是一
次思想教育和精神洗礼，一定要以先锋和标兵为
榜样，争创优异成绩。

1月 16日，在海口市
美兰区三江镇美敏村，海
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
播官”汤米·科尔曼（右一）
在拍摄海南虎舞演出。

据悉，此次组织录制
的海南虎舞、盅盘舞、海
南公仔戏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视频，将用于春
节前举办的非遗集市闹
新春线上展播活动。该
活动旨在弘扬本土优秀
的传统文化，推进全民艺
术普及，营造过大年的喜
庆氛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跟着非遗过大年

省消费者委员会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

参加校外培训需做到
“六要、六不要”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1月16日，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消
费提示，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坚持做到“六要、六
不要”，自觉抵制违规办学，理性参加校外培训，切
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要理性培训，不要盲目跟风报班

建议家长不要用报班补习代替亲子时间，不
要用学科学习代替假期活动。

2 要查看机构办学资质，不要选择无证无
照和证照不全机构

家长一定要查看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在省教育
厅网站公布的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中。

3 要查看办学内容，不要参与机构违规办
学行为

建议家长不参与非学科类（艺术、体育、科技
等）培训机构以任何形式开展的学科类培训，不参
与托管机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活动。

4 要查看培训时间，不要超时培训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
得晚于20时30分。

5 要查看收费标准和监管账户，不要超期
超额缴费

建议家长不要一次性缴纳时间跨度超过 60
课时或3个月的费用。

6 要签订培训服务合同，不要相信口头约定

报名时，建议家长确认合同中的培训内容、培
训期限、时间安排、收费金额、退费办法、违约责
任，并妥善保管合同。

本版制图/陈海冰

今日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