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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1月26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毛景慧）1 月 25 日，
2022年定安县首届“村晚”暨非遗过
大年·文化进万家艺术展演活动在
翰林镇章塘村拉开帷幕。当天，斋
醮科仪音乐表演、琼剧演唱、八音演
奏、盅盘舞表演等精彩非遗民俗文
化艺术表演轮番登场，在春节前夕
为村民们送上了一份文化“礼包”。

定安县文化发展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首届“村晚”活动中，众
多与年俗相关的非遗项目艺术将
登台展演，其中既有国家级非遗保
护项目斋醮科仪音乐、省级非遗保

护项目琼剧，也有民间传统音乐八
音等精彩亮相，演员都是长期致力
于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的民间艺
术家。

定安首届“村晚”活动的举办，
旨在进一步弘扬优秀民间民俗传统
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展示定安
与年俗相关的非遗项目的独特魅
力，让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提高非遗
可见度和认知度，让群众感受家乡
民俗文化年的味道，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投身乡村振兴工作、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首届“村晚”别样精彩定
安

本报文城1月26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宋爱丽）1 月 25 日，
2022年文昌市美食文化节拉开帷
幕，来自省内外的生产企业、商家和
美食经营者齐聚文昌展销年货，市
民游客在此“购特产、吃美食、品文
化”，一起喜迎新春佳节。

此次文化节分为年货集市、特
产集市、花卉集市和美食集市四大
主题。其中，年货集市上，有种类繁
多的干果糖茶、火红的对联、充满家
乡味道的椰子制品……琳琅满目的
商品无不透着节日的喜庆。

特产集市展示文昌市各个乡镇
的招牌农特产品：锦山镇具有100多
年历史的牛肉干、铺前镇闻名遐迩
的糟粕醋、蓬莱镇松软清甜的纯手

工红糖、潭牛镇的文昌鸡……让人
尽览文昌物产之丰饶。

为了让广大市民过一个地道的
家乡年，活动主办方还开办花卉集
市，得到广大市民交口称赞。而美食
集市则将文昌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
美食汇集于此，长沙臭豆腐、陕西肉
夹馍和凉皮……让市民们逛集市、买
年货之余还能尽尝舌尖上的美味。

此外，活动现场还有文昌非遗
文化展示、琼剧、公仔戏和民众大舞
台等，让广大市民共度一个“文化
年、喜庆年、热闹年”。

活动由中共文昌市委宣传部指
导，文城镇委、文城镇人民政府主办，
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昌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联合协办。

美食文化节开幕文
昌

本报八所1月26日电（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为喜迎2022
年新春佳节，丰富广大市民群众的
节日文化体育生活，春节期间，东方
市将开展系列文化体育活动，包括
文艺表演、琼剧演出、音乐会、儿童
剧、体育比赛等。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1月26日从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获悉的。

春节期间，东方市群众大舞台
迎春文艺晚会将在该市文化广场举
办，来自东方各民间文艺团体、各小
区“候鸟”文艺团体将带来精彩的文
艺表演。2月1日至2月15日，东方

将在该市文化活动中心、四更镇等
地组织开展琼剧演出活动。

东方春节期间还将在东方大剧
院举办新春华乐金曲音乐会，营造喜
庆热烈、健康向上和吉祥安康的节日
气氛，同时在东方大剧院上演儿童剧
《白雪公主》《森巴幸福岛之狮王海岛
历险记》，举办经典音乐会。

东方将开展全民健身迎春体育
活动，包括“迎春杯”五人制足球联
赛、“星健达”杯迎春羽毛球比赛、

“庆元宵”乡镇九人制排球比赛等，
进一步促进东方文化体育和旅游融
合发展。

全民健身迎新春东
方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印皋宁）绿色骑行、海
上运动体验、趣味体育运动会……1
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2022年
春节期间，由该局主办的“欢游海口
过大年”系列体育活动将围绕“骑行
寻春、街球庆春、玩海嬉春、游园闹
春、体测迎春”等“五春”主线，推出
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目前，市民
游客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海口旅游”
报名参与。

据了解，2月4日在海口举办的
绿色骑行活动（骑行寻春）共有两条
线路，均从海口骑楼老街始发，分两
个不同方向骑行。一条单程22公
里，西向五源河湿地公园，领略滨海
风情，一条单程14公里，东沿南渡
江，感受滨江美景，活动参与者可尽
情享受骑行乐趣。

2月4日至6日，海口市世纪公园
篮球场将迎来街头篮球挑战赛（街球
庆春），设置了男子三对三篮球赛、男
子个人技巧赛、男子挑战赛等赛事，

市民游客可报名参加赛事也可前往
观赏，其中男子三对三篮球赛的冠军
还将获得3888元的奖金。

海上运动体验活动（玩海嬉春）
则将于2月1日至5日在海口西秀海
滩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举办，每天
前300名报名者可免费体验双体帆
船、皮划艇、观光快艇等项目。

春节期间，在海口万绿园和白
沙门公园还将举办趣味体育运动会
（游园闹春），现场设置了后羿射箭、
螃蟹赛跑、背式拔河、3v3毽球对抗
赛等多项活动。运动会采取现场报
名的方式，并准备了1000多份奖品
等市民游客闯关领取。

此外，全民健身服务站活动（体
测迎春）也将在万绿园和白沙门公
园举办，为现场的市民游客开展体
质监测、健身技能指导、健身知识培
训等。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世纪
公园足球场、大容足球公园、观澜湖
足球训练基地等公共体育场所也将
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游客开放，吸
引更多人参与健身运动。

畅玩体育活动过大年

1 月 31 日 12 时后至 2月 2日将合
理安排调配驾驶员休息，除开往美兰机
场的 21 路、41 路、K4 路、218 路、219 路，
新海港 28 路，海口火车站 35 路公交车
正常运营，剩余公交线路安排不少于
50%的运力营运。

同时储备

150 辆公交及出租车运力

应对突发事件
2月3日起，所有公交线路恢复正常

营运；
J5、J6两条假日机场夜线自春运期间

开通（1月17日至2月25日），首班时间22
时发班，末班时间和发班间隔根据美兰机
场旅客集散情况灵活调整；

海口高铁东站夜1路、夜3路将首班
时间提前至22时发班。

春节期间，海口公交集团

150 余条公交线路

2100 辆公交车

1000 余辆出租车

全部
投入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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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26日讯 （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聘钊 实习生张梦真）“我们
现在就是要种出好菜，把蔬菜投放市场，
满足春节期间市民的需求。”1月26日，
在海口美兰区三江镇眼镜塘常年蔬菜基
地里劳作的华美益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黄俊智说。

蔬菜基地里，朝天椒、小白菜等菜品
长势良好。农户们有的喷洒农药、有的在
修剪茄子的旧枝、有的在收割蔬菜。

“我家就在蔬菜基地附近，今天的工
作是修剪茄子的旧枝，每天有140元工
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大致坡镇咸来
村村民李荣凤笑呵呵地说道，这些茄子是
新品种，卖相好、口感也好，非常受市场欢
迎。

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韩春定介
绍，眼镜塘常年蔬菜基地位于三江镇眼镜
塘村委会，由华美益实业有限公司于
2020年创建，现已投入资金400多万元，
该基地保有面积300亩，是供应稳定的基
地之一。目前，美兰区现有常年蔬菜基地
37个，保有面积8660亩，其中蔬菜大棚
面积608亩，目前美兰区常年蔬菜基地种
植蔬菜6689亩。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2000斤到3000
斤蔬菜供应市场，主要配送到海口各大超

市、医院、单位、学校等。春节期间，我们
会安排人员坚守岗位，做好蔬菜生产管理
工作。”黄俊智介绍，蔬菜基地保有面积
300亩，其中蔬菜大棚26亩，现种植品种
有叶菜、南瓜、椒类、树仔菜等，带动周边
本地村民就业，增加打工收入，其中固定
岗位30人，散工约60人。该基地年总产
量约2550吨，产值1520万元。

“菜篮子”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为
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供给，海口美兰区切实
抓好蔬菜基地建设，不断增加蔬菜产量，
严格质量监管，全力保障各类蔬菜充足平
稳安全供应，保障蔬菜不断档，努力保障

“菜篮子”农产品质量安全，让广大市民群
众吃得放心。美兰区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常年蔬菜基地建设，主要包括新建蔬菜大
棚、维修蔬菜大棚、完善常年蔬菜基地基
础设施建设、常年蔬菜基地土地经营权流
转奖励、绿色生产和土壤地力提升、叶菜
优质新品种示范与推广、常年蔬菜基地年
度绩效奖励。

此外，为加大“菜篮子”保供工作力
度，美兰区还深入田间地头给种植户送种
子、送化肥、送技术，稳定瓜菜种植面积。
目前已免费发放4.2万斤生石灰和3.2万
元种子券给近郊菜农，充分提高菜农种植
的积极性。

海口美兰区春节期间保障“菜篮子”产品稳定供给

抓好基地建设 增加蔬菜产量

本报保城1月 26日电 （记者王迎
春 通讯员陈明）“作为我县人气旺盛的
景区周边酒店、农家乐，在提升餐饮服务
水平的同时，还要注重食材的安全质量
问题。”日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市场
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在餐饮单位约谈会
上表示。

春节假期将至，为进一步提高保亭县
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人
民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的春节，1月19
至24日，保亭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县食
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对全县旅游市场周边
餐饮行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工作。

据了解，本次节前专项工作以该县主
要旅游景区为中心，以景区及周边酒店、
农家乐为重点进行全覆盖严格检查。要
求各单位增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落实好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各项管理制度，严禁超
范围、超负荷接待。

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餐饮单位食
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以
及凉菜、冷冻海鲜、海产品等高风险食

品加工制作过程，并督促餐饮服务单位
把好进口关，强化过程控制，严防发生
群体性食物中毒。同时要求各餐饮单
位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落实扫码测
温工作。

同时，为了有效落实此次专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1月25日，保亭县市监部
门组织召开了餐饮单位约谈会，要求被
下达责令整改的餐饮单位相关负责人参
加，要求餐饮单位对照整改清单逐一说
明落实情况，会上强调各热门餐厅要起
到模范效应作用，责任人要强化食品安
全意识，履行好主体责任，确保游客和人
民饮食安全。

此次节前联合检查共出动执法人
员20人次，检查景区3家，酒店15家，
农家乐 7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一
份，立案一份。下一步，该局表示将集
中执法力量进行节前检查、加强节中训
查以及开展节后督查工作，确保节日期
间不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为广大群
众和游客提供优质、安全、放心的节日
餐饮消费环境。

保亭市场监管部门严把春节旅游市场餐饮关

强化过程控制 确保饮食安全

本报海口1月 26日讯 （记者郭萃
通讯员张磊）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获悉，
2022年春节期间，海口公交集团所有公

交线路服务不停歇，其中，1月31日12时
后至2月2日，运力不低于50％，2月3日
起所有线路恢复正常营运。

海口公交春节服务不“停车”
2月3日全部恢复正常

本报三亚1月 26日电 （记者徐慧
玲 通讯员刘昌）1月26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南方电网三亚供电局获悉，春节期
间，三亚供电局将实行领导带班24小时
值班制度，同时组织应急抢修的骨干力量
驻点值守，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安全、
稳定、优质的供电服务。

“春节对三亚供电局来说就是年初‘大
考’，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春节保供电工
作。”南方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三亚供电局已组建15支抢
修队伍，共计204人，配置发电车10辆、
UPS电源车2辆以及各类抢修车46辆，做
好应急待命准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依据往年经验并结合面临新形势，三
亚供电局做深做细保供电工作，成立了保
供电领导小组，并制定了《三亚供电局春
运、春节保供电工作方案》，研究部署各专
业所属工作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管理到
位、措施到位。

根据保供电方案，三亚供电局重点对
旅游景区、星级酒店、住宅小区及人流密
集区的重过载台区开展整治工作。同时，
三亚供电局还运用自主巡视无人机、机器
人等新科技手段对所辖67座35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39条输电线路，113条配网
线路实施全天候、差异化运维，确保三亚
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三亚供电局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组建抢修队伍

春节保供电 万家灯火明

红红火火迎春节

本报海口 1月 26日讯 （记者郭
萃）1月26日，海口各港口开始迎来进
出岛高峰，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海峡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
获悉，2022年春运至今，琼州海峡车客
流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升，海口各港口
通过政企联动聚焦效率提升，保障疏运
工作运转有序，疏运秩序与服务水平较
往年有了明显改善。

26日上午，记者在海口新海港待
渡停车场看到，进出岛车辆明显增多，
交警部门则在港区入口附近的道路进
行疏通工作，确保进出港主干道畅通，
整个港口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记
者了解到，1月17日至1月25日期间，
琼州海峡两岸四港进出口共输送车辆
11.6 万辆次，同比增长 71.6%；旅客
3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0.4%。

“我们已经提前在网上预约购买了
船票，从进入港口到现在准备登船，全
程仅用了20多分钟，效率比以前大幅
提升。”自驾过海旅客陈先生说道。

这得益于港航企业与政府职能部
门、单位的通力合作，建立起协调联动
新机制，确保了港口疏运工作的有序顺
畅。据了解，为保障春运期间出岛车客
的便捷出行，春运期间海口各轮渡码头
须实行“全预约过海模式”，以起到削峰
填谷，引导出岛司机旅客错峰出行的作
用，同时通过制定《2022年海口市综合
运输春运疫情防控和运输服务保障工
作方案》，明确海口公安、环卫、应急、海
事等部门和单位具体职责，从各方面为
港口做好春运和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坚强保障。

结合新海港、秀英港船舶数量

多，发班航次密的特点，海峡股份公
司则制定了多套符合春运不同时期
车客流量的班期表，便于及时、灵活
调整班期，充分保障春运各时段港口
车客的出行需求。

2022年春运作为琼州海峡两岸实
现航运资源一体化后的首个春运，海峡
股份公司聚焦“过海慢”“耗时长”等旅
客关心的问题，在琼州海峡南北两岸政
府部门指导下，协调两岸四港，通过集
中调度管理琼州海峡49艘客滚船舶，
实现统一调度运力、统一调度车客货资
源和统一调度港航资源，进而实现除粤
海轮渡外的两岸四港，东线、西线、运
力、港口、航线统调的新局面。

“我们采取两岸港口同时发班、车
辆随到随配载等措施，切实提升港口泊
位运转效率及船舶准点率，突破车辆待

渡时间过长瓶颈，进一步缩短乘船时
间，全方位开启过海‘高速模式’。”海峡
股份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数据统计，1月1日至今，新海、
秀英两港出岛车辆约9万辆次，同比增
长18.5%，而航班数仅同比增长4%，船
舶利用率得到有效提升；车辆在港的平
均待渡时间和平均船舶航行时间较以
往已有明显缩短。

即日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受
旅游流、探亲流、返乡流的交织叠加，
车、客流量将继续不断攀升。海峡股份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根据车客
实际流量调整发班模式，最大限度、最
快效率满足司机旅客进出岛的需求。
同时还将严格按照防疫部门要求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保障春运期间各环
节的平安、高效、畅通。

政企联动聚焦效率提升，确保琼州海峡过海顺畅

车辆随到随配载 开启过海“高速模式”

买年货·购精品·晒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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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节临近，海口市年货市场，商户备足红灯笼、对联等新年饰品，
供市民挑选，红红火火迎新年。1月24日，市民在海口市东门市场购买
春节饰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②随着进出岛游客明显增加，我省迎来了免税购物旺季。海控全球精
品免税城推出春节主题的优惠活动，为年货消费增添热度。1月24日，在海
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工作人员为顾客结算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③在儋州市新州镇新英码头，渔民们忙着晾晒带鱼、红鱼等海产品，筹备
年货。临近春节，正是儋州红鱼生产销售的旺季，前来订购带鱼、红鱼等海产
品的省内外客户络绎不绝。渔民趁着天气晴朗晒鱼干。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