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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月24日电（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23日，农历
大年初二，省委书记沈晓明在三亚看
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医护人员，并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医护人员表
示感谢，向全省人民和中外游客致以
节日祝福。

沈晓明先后来到三亚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三亚市中医院综合重症病
区，看望慰问值班人员，与一线医护

人员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接诊数量、
医护力量、设备配置、就诊流程等情
况，并走进重症监护室，了解重症患
者收治情况。

沈晓明强调，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日夜奋
战，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充分展现了“白衣战士”的使命担
当。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希
望大家科学精准分析疫情发展形势，

持续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统筹急诊接诊和住院
收治，精心做好春节期间医疗服务保
障工作，确保急诊患者及时就医、重
症患者高效救治，确保疫情防控转段
平稳有序。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关
心关爱医护人员，合理安排轮休，做
好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暖心
过节。

省领导周红波参加活动。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陈肇平 王紫轩）由省委、
省政府主办的2023年首场“聚四方
之才 共建自贸港”活动——“回归家
乡·投身自贸港”春节返乡人才对接
会，将于1月31日9时至14时在海南
迎宾馆南海厅举行。目前报名参与招
聘的用人单位已有167家，其中部分
岗位年薪达30万元。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1月24日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就业局）获悉的。

据介绍，今年我省首场春节返乡
人才对接会的用人单位，主要集中于
管理、财务、教育、医疗医药等行业，不
乏高薪岗位。

其中，陵水黎族自治县城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年薪30万元的待遇，
分别招聘总工程师和风控法务部部
长；海南保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年
薪25万元的待遇，招聘总经理助理。
此外，为了给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活动现场将有部分岗位

不限工作经历。
“2023年海南省首场春节返乡人

才对接会，在电脑终端和移动APP终
端同步展示、推送活动信息。”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有关负责人
提醒，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云
招聘”平台，用人单位可录入招聘岗
位信息，求职者可查看岗位详情并投
递简历。此次活动的线上平台网址为

“www.ihnhr.com”，广大求职者可提
前在线上预约参会。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刘晓
惠）湘A、川R、赣A、京Q……1月24日
（正月初三）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走进省
博物馆，只见挂有多地车牌的私家车齐
聚停车场，进馆队伍排成“长龙”。据
悉，省博物馆在当天迎来了春节假期的
客流高峰，接待市民游客达8893人次。

第一次来海南过春节的安徽游客
赵兆，把出行游玩的第一站选在了省博
物馆。“要了解一个地方，就要从博物馆
开始。我对海南的文化、历史、地理很
感兴趣，也想在博物馆里了解海南的春
节年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说。

为回应群众在春节期间对高品质
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省博物馆在此前
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新春活动，包
括制作书签、剪纸、画炭画、雕刻椰壳

等活动。这些活动在弘扬传统节日习
俗的同时，也为市民游客送上浓浓的
喜庆年味。

“余永记、蔡升记、全丰泰……妈
妈，这里是微缩版的骑楼老街！”在省
博物馆海南风情陈列馆里，11岁的海
口小学生苏咏静向母亲蔡女士分享着
自己的见闻。蔡女士告诉记者，前一
天，她带着孩子在海口骑楼老街感受
了传统年俗，现在特地和孩子走进博
物馆，探寻骑楼的历史文化。

“骑楼片区保留着很多海口传统年
俗，在春节期间走进博物馆，我希望能
够进一步了解骑楼，让孩子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蔡女士说，此次的博
物馆之行，他们领略了南洋骑楼、火山
文化、黎族织锦等丰富的海岛文化，“文

化味”让这个春节更有意义。
在省博物馆琼肴街展厅，许多外地

游客“打卡”海南美食。天津游客盛伟
在海南粉的展区前仔细阅读海南各类
粉的简介。“在除夕夜的年夜饭上，我第
一次吃到了海南粉，不同于北方面条的
口感，海南粉十分爽滑可口，我很喜
欢。”盛伟笑着说，来到省博物馆后自己
才知道，海南粉种类如此之多，他准备
把陵水酸粉、后安粉、抱罗粉都尝一遍。

博物馆里逛了3个小时后，盛伟对
海南的新春民俗、风土人情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还在文创商店里购买了椰
壳碗、咖啡礼盒、骑楼明信片、黎族大
力神冰箱贴等“海南特产”，“在博物馆
里过年，我不仅仅极大丰富了精神生
活，在‘物质’上也是收获满满。”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月24日清晨，位于海口骑楼老
街水巷口的一家老店内，食客满座，辣
汤在筒锅里汩汩翻滚，冒着热气，驱散
了些许降温带来的寒意。旅游“达人”
蔡晓静在等餐间隙，仔细阅读着辣汤
饭的介绍展板。

在蔡晓静看来，过年是品味一个
旅游目的地风土人情的最佳时机。今
年春节，她和家人来到海口，并入住骑
楼老街的酒店。当天一大早，被老街
的烟火气唤醒的蔡晓静，学着本地人
的饮食习惯，用一碗辣汤饭“打开”全
新的一天。

据了解，餐厅外立面在去年底刚
刚改造完成。修旧如旧的改造方法，
不仅保留南洋风情的骑楼旧貌，还新
增图文介绍，向来客展示辣汤饭的由
来。蔡晓静注意到，“这碗汤饭不光鲜

味十足，还让我们外来游客能从中感
受到风土人情，沉浸式体验本地人的
生活。”

吉祥喜庆的红灯笼、精心编织的
兔子造型花篮、样式精美的海南花灯
……跟随蔡晓静的脚步走进骑楼老
街，年味愈发浓郁。

上午 10时，骑楼老街里人头攒
动，舞龙、舞狮活动热闹上演。随着鼓
声阵阵，两头威武的“狮子”左顾右盼，
进入场中，动作随着鼓点的快慢、轻重
舞出千姿百态，与“巨龙”相映成趣。
现场，人“狮”“龙”共舞，复杂的动作、
变化的图阵、精妙的技艺，引得观众阵
阵喝彩。

“现场很热闹，年味足，孩子来了
不想走。”海口市民王桦说，每年过年
都会和家人到海口骑楼来“打卡”，这
里活动丰富且基本不重样，今年的传
统舞狮、舞龙活动更是十分吸睛。

而到夜幕降临之际，海口骑楼老
街自在咖啡后院响起铿锵有力的琼
剧声，引得市民游客闻声而至。舞台
上，琼剧演员脚步婀娜、专注表演。
伴随着优美的乐器声，琼崖古韵声声
入耳。

来自重庆的游客林汶说，这是他
首次来到海口骑楼老街景区参观游
玩。在南洋建筑风格的街道中徜徉漫
步，还遇上了琼剧演出，让他很是开
心，“太精彩了，即使听不懂琼剧唱词，
也能从演员们举手投足间传递出的韵
味，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海口市旅文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春节，骑楼老街推出丰富的旅
游文化庆祝活动，在充分展现海南传
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又融入时尚潮
流感与非遗经典元素，让年味更浓，成
为市民游客热闹过年好去处。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在保亭七仙岭上“森”呼吸，到琼
海官塘泡温泉，去海口西海岸来一次

“氧吧骑行”……这个春节假期，海南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各地组织
的健康、养生、养老等特色旅游活动，
让居民游客都感受到了年味里的“康
养味”。

作为我国著名的健康岛、生态岛
和长寿岛，海南良好的康养资源遍布
全岛。海南日报记者从多个旅游平台
了解到，今年春节假期以来，海南康养
旅游类产品热卖，许多度假酒店、景区
打出康养主题招牌，三亚、海口成为康
养旅游热门目的地。有不少游客为父
母安排一场康养之旅以表孝心，一些
青年人也带着解压、休闲的诉求被康
养旅游的创新玩法吸引。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是兼有热带
雨林和温泉资源的“宝藏之地”，近年
来该县将健康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

业，加快康养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
展。春节期间，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在茂密的森林和氤氲的热气中度
过一个健康、绿色的假期。

1月24日（正月初三），来自吉林
的游客刘艺琳带着父母自驾到保亭
七仙岭温泉度假区。每年春节来保
亭爬山、泡温泉，已成为刘艺琳家的

“传统项目”。“父亲患有鼻炎，但是每
次一到保亭就没了鼻炎症状，整个人
都非常舒服。于是我们每年都会到
这过年，一边游玩一边调养身心。”刘
艺琳说。

保亭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酒店春节假期
入住率超过80%，酒店结合野溪温泉、
雨林景观、丛林秘境、黎苗文化等资
源，推出一系列康养度假产品，逐渐成
为海南康养旅游的名片。

海口春节期间在康养旅游产业持
续发力，生态挥杆高尔夫、帆船帆板体
验、万年火山深呼吸、中医健康理疗等

一系列具有海口特色的健康游产品深
受欢迎。

琼海则发布健康养生游路线，串
联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官塘假日酒店、白石岭景区等康养旅
游资源，打响琼海医疗康养旅游的旅
游品牌影响力。

海南省康养旅游协会会长高民表
示，今年春节海南康养游火热，目前全
省已初步形成康养旅游生态圈，在海
南康养旅游不但是养身、养心、养性、
养生，更是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大家都能在旅游过程中寻找到健康的
生活方式。

为了更好地推广海南康养旅游产
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携手飞
猪、携程、途牛、去哪儿等平台，开展各
类康养旅游推广活动，为游客提供丰富
的康养旅游资源。许多旅游企业也积
极布局海南医疗旅游产业，共同为海
南打造个性化、多领域、全周期的综合
健康服务。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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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海口甲子镇坝上村，农户在田间忙着耕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田头春耕忙

1月24日，
海口解放路书
城内，孩子们
正在阅读
书籍。

1 月 24 日，
在海口日月广场，

2023年海口新春街头
艺术展演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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