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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年 坚守年

■ 本报记者 郭萃

“每样都少买点，吃完再买，别浪费。”1
月31日上午，赶在农历新年前的最后一天，
海口市民汪涛一家来到位于海口市金龙路的
家乐福超市采购年货，看着穿梭在各货架间
的妻子，汪涛紧随其后不停地叮嘱。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他们的购物车内放
着各类休闲食品、水果蔬菜，但采购的数量都
不是很多。

“今年我们一家三口在海口过年，家里人
少，买太多东西吃不完，而且春节期间超市都

正常营业，购物方便，像鲜果这类
保鲜期不长的年货没必要提前囤

积，等到需要的时候现买就行。”汪涛说。
“以往在老家过年，鸡鸭鱼肉、蔬菜水果都

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直到正月十五过完，还有
许多东西没吃，有些放不住的食品开始变质。”
汪涛告诉记者，似乎大家都习惯了在年前大量
囤积年货，所以每年都会有浪费的现象。

汪涛一家的想法也符合如今大多数人对
待年货的主流态度，即“随吃随买”，不仅确保
新鲜可口，也不会造成浪费。

“以前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加之春节期
间所有商铺都不营业，所以每逢过年大家都
要把各类年货置办得一样不差。”“候鸟”老人
陈阿姨回忆，从大年初一开始挨家挨户走亲
访友拜年，往往也要备上各样的食物招待朋

友，“当时坚果、肉类都是大量购买。现在不
需要准备那么多了，大家串门拜年少了，在亲
友聚餐时也没必要因为面子问题准备一大桌
子饭菜，所以少买一些，够吃就行。”

购物车的变化也说明“节俭过年、杜绝浪
费”成为市民的共同心声，大家在积极践行健
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崇尚节俭的氛围也越来
越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市民们开始追求年
货的质量，而非数量，置办年货不再一味追求
丰盛，而是精挑细选，按需采购。”海口家乐
福上邦店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该超市
正常营业，并提前准备了充足的年货，能够
满足广大市民生活需求，“所以大家在购物
的时候，不要过量囤放，以免保质期短的商
品过期而造成浪费，过一个节俭而又不失年
味的春节。”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海口市民消费更加理性，文明节俭过年渐成风尚

理性买年货 文明过大年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通讯员 陈俊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2
月1日凌晨1时30分许，阵阵歌声从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天涯派出所内传出，刚刚结
束除夕安保工作的民警方浩在战友们的陪
伴下，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从警近6年，方浩有5年的除夕夜都是
在岗位上度过的。在今年之前，同事们都不
知道他的生日就在除夕。“春节假期正是公
安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我担心说出来会影响
工作，今年要不是所长发现，我还不想告诉
大家。”方浩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原来，1月31日除夕早上，所长侯名江
照例打开公安内网浏览当日信息，意外发现
当天是方浩的生日。他和其他队友一合计，
决定给方浩订个蛋糕，在所里为方浩庆生。

值班巡逻、调解纠纷、接待群众、受理案
件、劝阻村民不要燃放烟花爆竹……傍晚时
分，忙碌了一天的警察们聚在餐桌前，准备

同享年夜饭。“春节全员在岗，热闹！大家准
备吃完年夜饭就端出蛋糕为方浩庆生。”侯
名江说，没想到饭才到嘴边，就突发警情，大
家又急忙赶赴现场，一直工作到2月1日凌
晨1时才陆陆续续回来。

知道方浩春节在岗，他的妻子郭涵宁春
节前从乐东来到三亚陪伴他，“虽然他的春
节是在所里度过的，能陪我的时间也不多，
但我能理解，有他的地方就是家。”

而在战友们心中，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
却是所里的一把“尖刀”。“每次遇到难啃的‘硬
骨头’，他都主动请缨。”侯名江回忆，去年，他
们在办理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时，方浩
和队友辗转河南、湖南、河北、上海、广东等地，
打掉一个制贩毒网络，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
扣押冻结涉案资金近270万元。

“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面对赞
美，方浩不好意思地说，“还有很多人也在坚
守岗位，我们要守护万家团圆。”

（本报三亚2月1日电）

三亚天涯派出所民警春节在岗过生日

坚守只为万家团圆

■ 本报记者 昂颖

“来，靠近点，笑一个！”1月31日腊月廿
九，旅琼文艺家沈经伟与儿孙在位于文昌的
家中喜笑颜开地拍全家福。贴春联、包馄饨、
张罗饭菜……一大家子有说有笑，忙得不亦
乐乎，这也是沈经伟最享受的海南年味。

“我们很爱这个美丽的海岛，希望海南越
来越好。”沈经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虽然她
是浙江人，但近些年她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
间在海南生活，而且春节也都是在文昌度过
的。“带着家人一起赏美景、逛市集，感受家的
温馨与浓浓的年味，这一切都让我很快乐，也
让我渐渐地融入海南。”

今年69岁的沈经伟，是国家一级编剧、海

南旅琼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她曾创作音乐
剧、话剧、古装喜剧、古装戏曲、现代淮剧等30
多部剧目，相关作品荣获中国曹禺戏剧奖·剧
本奖、中宣部颁发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等国家级重要奖项。

“美丽的海南赋予了我创作的灵感，我这
几年的创作几乎都是在海南完成的。”沈经伟
说，2020年抗疫期间，她在海南和女儿赵阳联
手创作了抗疫题材广播剧《大爱无疆》和话剧
《叩问生命》。其中，广播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播出，点击率突破188万人次；话剧荣获第
十六届人口文化奖戏剧类一等奖。

“作为一名新海南人，我非常希望书写海
南故事。”虽然年近七旬，但沈经伟仍然坚持
创作，笔耕不辍，而海南也成为她艺术创作的

生活基地。2020年1月23日，文昌市首个艺
术名家工作室挂牌成立，由她具体负责。目
前，她正在筹拍母爱题材的电影《爱的心碎》，
并在海南寻找合作商。同时，舞台剧《鹿回
头》也在策划创写中。

“在这里待了10多年，生活得非常快乐。”
热心参与海南文化建设的沈经伟表示，近年来，
她切身感受到海南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发
挥自己的优势，号召更多国内顶尖艺术家来到
海南，为海南自贸港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助力。”

热气腾腾的大馄饨出锅，配上丰盛的年
夜饭，沈经伟一家在喜庆的气氛中辞旧迎
新。在沈经伟看来，海南已成为“第二故乡”，
在海南过年就是在家过年。

（本报文城2月1日电）

旅琼文艺家沈经伟：

在“第二故乡”感受幸福团圆年

制止餐饮浪费 崇尚勤俭节约

③2月1日，观众在海南省博物馆观展。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①2月1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水上运动项
目。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宏 图/文

②2月1日，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景色怡人。中
外游客登高望远，欢度虎年春节。 黄庆优 摄

幸福年

民俗年

◀上接A01版
海南精细化工二期工程丙烯腈系列

装置项目工地也不停工，2 月 1 日主要
是开展反应器基础施工等工作，现场施
工人员 473 人。“加班抢工期，计划 6 月
底机械竣工、10月底投产。”项目组有关
负责人说，项目总投资约 27.8 亿元，主
要生产高附加值的丙烯腈和甲基丙烯

酸甲酯。
大年初一，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带领

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企业鼓劲，代表市
委、市政府感谢企业对东方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企业开足马力，奋
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开门稳”，为东方
打造现代化海南西南部中心城市
作出新贡献。

冲刺“开门红”

花样春节 缤纷假期

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蔡曼良）无
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1
月31日，央视虎年春晚的舞台上，吹来一股
清新之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每一
帧都让人梦回大宋《千里江山图》，众多舞者

以曼妙大气的舞姿，演绎了层峦起伏的
青绿色群山，令不少网友们大呼震
撼。而在这群舞者当中，就有一位
海南姑娘——曾小玲。

曾小玲是一位儋州姑娘，
2016年，从海南嘉积中学海桂学

校毕业后被北
京舞蹈学院录
取，就读于中
国民族民间舞

系。2020年，大学
刚毕业的她考取了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东
方歌舞团。

完成央视春晚
表演后，2月1日，
曾小玲马不停蹄
地赶早班机回海
南过年。当天下
午，她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专访，
分享了参演《只
此青绿》背后的
故事。

“这部舞蹈
诗剧由被称为
‘中国舞坛双
子星’的编导
周莉亚、韩真
共同执导，我

们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的是《只此青绿》的群
舞片段，整部舞蹈诗剧包含‘展卷、问篆、唱
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7个篇章。”曾
小玲告诉记者，两位导演从选角开始就非
常严格，她凭借扎实的基本功获得了“制笔
人”这一重要角色，该角色的表演几乎贯穿
整部舞剧。

这部刷屏网络的舞蹈诗剧，于2021年
8月下旬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之后即成爆
款。在此之前，曾小玲等舞蹈演员已高强度
排练了5个多月。“导演先安排了多位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为演员授
课，帮助我们理解角色。”曾小玲透露。

在央视春晚的群舞片段中，观众们被舞
蹈演员们“以绚烂之身，勾勒如诗如画的无
垠山河”的意境深深感染，“青绿腰”迅速冲
上热搜。

“‘青绿腰’是日积月累训练的成果，舞
蹈演员每天都要针对身体核心力量进行训
练，用意识引领身体向下，让脊椎与腰形成
近乎垂直的状态，这个过程不能通过把杆和
墙体辅助练习，只能依靠腹部力量控制。”

“要让自己成为一座非常漂亮的‘山
峰’。”曾小玲说，为了以身姿营造出“大气和
写意”的氛围，她和其他舞蹈演员花了一个
月的时间，不断训练和揣摩人物状态。

在登上央视春晚之前，曾小玲已经跟随
舞团，在全国18个城市巡演了50余场。巡
演后期接到要上央视春晚的消息，她们又为
这短短的6分钟进行紧张加班排练。

“身为海南姑娘，能登上央视春晚的舞
台非常荣幸！今年3月，《只此青绿》将会在
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我和全团演职员们都
期待着为海南人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曾
小玲说。

海南籍舞蹈演员曾小玲参演央视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制笔”绘江山 舞出“大写意”

曾小玲。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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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
生王菲）1月31日17时30分，海南省人民
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吴雁和几位同事趁着
换班前的间隙，围坐在一起匆匆吃了顿“年
夜饭”。“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主要还是守好
岗位。”吴雁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除夕这天的省人民医院，不同于门诊停
诊的清净，急诊科里灯火通明，仍有不少患
者在等候区等待就诊。

吴雁在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当医生已经
15年，在急诊科吃过多少次这样的“年夜
饭”自己也记不清了。“急诊医护人员没有人
能休完整个假期的。而且过年期间，由于门

诊停诊，急诊收治病人压力会更大。”吴雁
说，截至18时，31日当天急诊科共收治了
病人133例。“过年的时候，一般到急诊科看
病的都是急病重病。”

吴雁需要值班到次日凌晨2点。“今天晚
上肯定顾不上给家人打电话了！”吴雁笑着告
诉记者，虽然自己是海口人，但是家人早习惯
了除夕和初一缺少他的“团圆”，“选择了急诊
医生这份职业，对家人就很难做到‘周全’。”

记者离开时，看到休息室里还有一箱盒
饭。“这些是抢救室里还没换班的医护人员的
饭。”吴雁说，“他们吃饭的时间，是根据患者抢
救情况而定的，如果饭凉了，加热下就好了。”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医护除夕夜坚守岗位

匆匆“年夜饭”拳拳医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