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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年

■ 本报记者 郭萃

竹竿声声，舞姿蹁跹，分合拍击的竹竿，
时高时低，舞者身轻如燕，变换各种姿势穿
梭跳跃，浸满海南特色风情……春节期间，
来自河北省的游客吴伟利一家在海口骑楼
老街感受到了海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大年初一一早，吴伟利便带着家人来到
骑楼老街，恰好赶上正在骑楼老街开展的

“顺骑自燃”展演活动。虎舞表演、乐队演
唱、竹竿舞互动表演等一场接一场，这头唱
罢那头开演，新潮活动与传统文化互相碰
撞，整条老街洋溢着春节欢快的气息，令市
民游客目不暇接、赞叹连连。

“在海口骑楼老街感受海南文化，品味浓
浓年味。”锣鼓齐响，虎舞表演在天后宫

火热开场，吴伟利举起手机记录下这
美好的时刻，并发送至微信朋友圈，与

朋友一起分享节日的喜悦。紧接着的杂技表
演，更是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精湛的技艺，
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新春祝福快闪《金虎抱春
归》，欢快的旋律让人跟着一起舞动。

在竹竿舞互动环节，第一次见到竹竿舞
表演的吴伟利也忍不住跃跃欲试，生疏的动
作引得7岁女儿捧腹大笑。“骑楼老街的年味
很浓，节目也很精彩，虽然下着小雨，但一家
人都玩得很开心。”吴伟利说道。

赏非遗、品美食、观夜景，从正月初一到
十五，每天都上演精彩纷呈的各式演出，春
节期间的骑楼老街，不仅彰显着深厚的文化
魅力，更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

“早就听说海南琼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之一，与粤剧、潮剧、汉剧和雷剧统称
为岭南四大剧种，今天有机会看到现场表
演。”2月3日晚，在骑楼老街上，一曲琼音响
起，袅袅琼韵氤氲着海南风情，游客王丽珠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晚正在表演的《梁山伯
与祝英台》选段，演员们的妆容精致，表情丰富
细腻，唱腔优美，加上背景墙的字幕，作为听不
懂琼剧的外地游客，也看得十分入迷。”

“在骑楼老街玩了大半天，品尝了清补
凉、椰子鸡等海南特色美食，参观了街区、欣
赏了民俗、琼剧及歌舞表演，体验了最具海
口气息的年味，下次有机会还要来海口过春
节。”王丽珠说道。

“春节期间，我们在骑楼老街推出了一
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既有汉服秀、旗
袍秀、舞龙舞狮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琼剧
展演、黎族苗族舞蹈等海南本土特色元素，
同时还有龙华区街头艺人带来的精彩演
出。”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馆长樊萍告诉记
者，兼具传统文化特色与非遗经典元素的新
春体验，让市民游客热热闹闹过年。

（本报海口2月3日讯）

海口骑楼老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旅游+文化”提升游客度假体验

老街新玩法 新春寻古味

暖心年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刘梦晓 实
习生张梦真）2月3日，海口气温较低，但在
海口南渡江东岸小学项目施工现场，300多
名施工人员繁忙作业，满怀干劲投入到项目
建设中。

海口南渡江东岸小学项目位于海口美
灵南三路，拟建设5栋综合教学楼、1栋体育
馆、1栋宿舍综合楼，规划36个班，计划今年
9月正式投入使用，可提供1710个学位。由
于工期紧张，为确保能如期交付，该项目春
节假期也毫不松懈，加大推进施工力度。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南渡江东岸小学项
目已有2栋建筑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项目建设
正按计划节点顺利推进中，目前约有300名
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主动放弃春节假期与
家人团聚的机会，在项目工地上赶进度施工。

该负责人说，连日来海口阴雨绵绵，为

确保施工安全，施工现场避免施工架体搭拆
等高空作业，优先施工梁板钢筋绑扎和基础
垫层施工等工作，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抢抓进度。

每逢佳节倍思亲，为缓解工人们的思乡之
情，项目方在除夕当天下午和初一上午，安排
施工人员轮流休息，还组织员工通过线上交流
与在家乡的亲朋好友“云团圆”。除夕夜，项目
方精心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还举办了有奖竞
猜、趣味拔河等年味儿十足的活动，让坚守工
地的工人们感受新春佳节的热闹喜庆气氛。

项目负责人说，在确保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的前提下，工地将做好一线施工人员的
服务保障工作，保障工资和节日福利的发放，
确保工人们过一个愉快祥和、温馨平安的春
节，在建设项目的热情里感受到江东新区浓
浓的年味。

本报三亚2月3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
员金凌志 符雯婷）今年春节，来自黑龙江省
的窦德玉、张桂霞、窦春佳一家三口在三亚
市中医院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工地
上团聚过年。“人在哪儿，家在哪儿。今年春
节项目不停工，我们一家人就在工地上干活
过年。”儿子窦春佳说。

由中建三局海南有限公司承建的三亚
市中医院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项目在春节
期间合理安排工期和调配员工，全力保障
春节期间不停工，继续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进度。

“春节期间很多门店都关门不营业了，

物料资源供应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为了保障
项目顺利施工，我们要想方设法去克服这些
困难。”三亚市中医院发热门诊标准化建设
项目商务部负责人邢福宝说，该项目派出人
员专门协调春节期间物料资源供应，确保春
节期间施工人员的吃住供应正常，工地施工
物料供应正常。

为确保春节期间施工进度，该项目还采
用包工制，采取激励制度鼓励工人包干任
务。窦德玉一家人就选择了包工制，负责施
工现场的砌砖任务，母亲张桂霞负责运输水
泥，窦德玉、窦春佳父子二人负责砌砖，一家
人在工地上密切配合，干得又好又快。

三亚市中医院发热门诊项目春节期间继续施工

放假不放松 春节不停工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
员叶健浩 杨光）稳定生猪投放、增加牛肉备
货……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
团）组织旗下猪业、草畜、果蔬和商贸物流等
企业，做好蔬菜水果、肉类海鲜等产品的市
场供应和稳价工作，丰盈春节期间老百姓的

“菜篮子”。
春节期间，在海南农垦草畜猪业公司旗

下各大生猪养殖场，生产不停歇，值班人员
严格执行洗消、隔离、检测等防控环节，做好
生猪生产工作，确保生猪存栏量。

据统计，今年1月，海垦控股集团已向
市场投放了 23026 头生猪，约 4246 吨猪
肉，2月计划投放不少于3万头生猪，同时
要求猪业公司各猪场不压栏，不恶意提价；
组织销售队伍，加强销售力量，加大生猪的

销售力度，确保春节期间生猪供应充足。
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春节积极备货

10吨和牛肉，主推牛肉酱、黑椒牛排、牛筋
丸、原切牛排等产品。假期价格维持原价格
体系不变，库存产品可以保证春节期间的市
场供应。集团还加强旗下鸡蛋供给，预计2
月鸡蛋产能将达到1040吨，可有效满足本
地居民对蛋品的需求，稳定蛋价。

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与超市合作在
春节期间稳定投放平价蔬菜，并通过电商平
台，实现线上线下同时销售，切实做好春节
期间的平价菜保供稳价工作。

据了解，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从生产
端、运输端和销售端等多端入手，提升产
能，畅通渠道，培养人才和完善仓储体
系等多措并举，做好“菜篮子”保供
稳价工作。

春节期间海南农垦多措并举保障产品供应

保供不涨价 丰盈“菜篮子”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海口南渡江东岸小学项目全力冲刺

过年“云团圆”施工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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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拍卖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
讯员李艺娜）2月3日，春节黄金周进入第4
天，海南多地虽是低温天气，但市民游客的热
情依然高涨。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
悉，2 月 2 日，全省酒店平均客房入住率
70.43%，同比增长16.45个百分点。值得一
提的是，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民俗活动，
让海南的传统春节年“味”更足。

在海口骑楼老街，市民游客一边欣赏海
南苗族舞蹈，一边感受“最海口”的特色民俗
和年味。不仅如此，大家还能在此领略麒麟
舞的文化魅力。龙华区文化馆特意组织麒麟
舞非遗传承人奉上原汁原味的表演，让市民
游客感受别样的节日特色。

“国潮文化越来越热，能够代表本地文化
的节目更是让传统佳节的喜庆氛围更足。”来

自山西的游客李女士说。
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人气不减，市

民游客排队扫码、有序入园。演职人员为市
民游客奉上多台民俗文艺节目——竹竿舞、
火山地区山歌、乐器演奏等令人应接不暇。

海南五椰级乡村旅游点芳园国际艺术村
推出系列新春主题活动：新春游园会抽特色
盲盒、新春画展、虎虎生威涂鸦墙、众里寻芳
花灯街等，让游人感受到了新乡村新风采。

海口湾演艺中心特别策划“新年到剧院撒
个year”主题系列演出，包含冬奥迎新春、国韵
贺新春、动漫闹新春、经典庆新春等，增加了浓
厚的文化气息。位于万绿园的海口会展工场
也成为今年春节游玩的新晋网红打卡点。

儋州推出登高远望迎新游、民俗贺年迎
春游、温泉康乐祈福游、走进洋浦滨海游等4

条精品旅游线路以及沃柑采摘等乡村采摘迎
春之旅。不少游客登上古朴大气的儋阳楼，
眺望城市全貌和欣赏云月湖秀美的景色。

文昌充分挖掘整合旅游文化资源，以“特
产、美食、文化”元素为核心，让市民游客一站
式品尝文昌特色美食，购买到品质有保障、极
具文昌特色的老字号伴手礼、非遗文创产品
以及土特产等年货。铜鼓岭景区和宋氏祖居
景区纷纷推出系列活动吸引游客。有“海南
第一庙”之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庙
举办“庙惠有礼”2022年文昌新春祈福庙会，
还将开设国学小课堂，带领小朋友体验国学
礼仪。

据悉，2月3日全省共受理旅游投诉3
件，均由各市县12345分平台接转，已处理2
件。全天无涉及疫情投诉，无重大旅游事故。

特色民俗活动搅热海南旅游市场——

国潮文化热 琼岛年味足

2月3日，正值大年初三，在海口美兰机场免
税店，顾客正购买免税商品。

春节假期，海南各免税店针对离岛旅客，制定
了一系列优惠促销活动，吸引众多顾客入店消费。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免税购物

雨林探秘
2月3日，游客在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打卡

网红体验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潘达强 图/文

2月3日，北京保利拍卖迎新春（三亚）精品拍卖会举槌开拍。图
为精品拍卖会进行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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