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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民族团结进步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节目
非常精彩，现场氛围很好”“椰风
海韵的舞台、现代声光影营造喜
庆氛围”“少数民族歌舞欢腾，感
受到祖国的繁荣昌盛”……4 月
12日晚，2021年三亚市庆祝海南
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
活动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如约
而至，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氛围中，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
了一台视听盛宴，引起了市民游

客的热烈反响。
随着夜幕降临，市民游客纷

纷进场，天涯海角景区热闹起
来。晚上 8 点，在优美的音乐声
中，在绚丽的舞台效果衬托下，在
欢乐的气氛烘托中，演员们身着
华丽的民族服饰、踏着轻歌登上
舞台，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
的海洋中。

浓郁海南风情的黎族、苗族
舞蹈，现代黎族歌曲串编《黎苗嗨
喜来》《相聚三月三》，苗族原创
歌舞《亲爱的苗乡》、广场舞风格

原创舞蹈《快乐转刹》……精彩节
目一下子将观众的思绪牵引到了
广阔的乡村田野间，在歌舞中，见
证了黎族、苗族同胞勤劳耕作的
场景；晚会还特别邀请桂林演职
人员带来热情奔放的壮族舞蹈和
瑶族歌舞。值得一提的是，晚会
上壮族黎族融合歌舞节目《刘三
姐遇上鹿回头》的精彩呈现，让现
场观众欢呼不已，直呼“太精彩
了”！

舞台上，舞蹈演员穿着民族
特色服饰，在美妙的音乐中摇曳

着身姿、轻踏着健步；舞台下，市
民游客拿出手机拍下精彩瞬间，
与亲朋好友分享欢乐。第一次
观看“三月三”文艺演出的山西
游客谢女士难掩内心的激动，她
说：“少数民族文化令人惊叹，这
样的演出，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
三亚的风土人情。”

“我喜欢《刘三姐遇上鹿回
头》这个节目，壮族与黎族民歌
的碰撞，让这台演出有了不一样
的意义。”市民赵盈盈说，她是三
亚本地黎族人，看到黎族文化得

到传播，心里非常开心，“这台演
出 呈 现 了 少 数 民 族 的 文 化 魅
力。”

“晚会效果特别好，无论是舞
台效果还是节目编排都很棒，把
快乐唱进了老百姓心坎里。”通过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旗下三亚日报
现场云观看晚会直播的网友@椰
风海韵说，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
通过直播，也一样能感受到节目
的精彩和观众的热情。

2021年三亚“三月三”主题文艺晚会引起市民游客热烈反响

共唱欢乐民歌 共享小康生活
■反响

三亚交警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严查电动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

禁止电动三轮车用于载人

为发挥村庄规划对乡村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的引导作用，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局组织

编 制 了《 三 亚 市 海 棠 区 北 山 村 村 庄 规 划

（2020-2035）》。现按程序将阶段性规划成果给予公

示，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详情请登录公示网站：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网站（http//zgj.sanya.gov.cn）。如有意见请于公示

期结束前（2021年 5月 27日）反馈我局，逾期不反馈，

视为无意见。公示意见反馈方式：电子邮件请发送

至：sy88362336@sanya.gov.cn；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三亚市河东路 152 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乡村规划

科，邮政编码：572000。咨询电话：88262403。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8日

关于《三亚市海棠区北山村村庄规划
（2020-2035）》批前公示征求公众

意见的公告
为发挥村庄规划对乡村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

与保护的引导作用，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局组织
编 制 了《三 亚 市 育 才 生 态 区 那 会 村 庄 规 划
（2020-2035）》。现按程序将阶段性规划成果给予公
示，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详情请登录公示网站：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网站（http//zgj.sanya.gov.cn）。如有意见请于公示
期结束前（2021年 5月 27日）反馈我局，逾期不反馈，
视为无意见。公示意见反馈方式：电子邮件请发送
至：sy88362336@sanya.gov.cn；书面意见请邮寄到：
三亚市河东路 152 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乡村规划
科，邮政编码：572000。咨询电话：88262403。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6日

关于《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会村庄
规划（2020-2035）》批前公示征求

公众意见的公告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天涯一口猪餐饮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许可证编号：JY24602001901907，现声明作废。
★魏群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正本，证号：
460200207938，车牌号：琼BD40321，现声明作废。
★三亚君煜物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
声明作废。

★ 广州成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QBFYX3，
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寻找“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20

亲爱的读者：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从绿色军营走出“退伍不褪色”，

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无私奉

献；他们情系国防，以不同的方式表

达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诠释了军

民鱼水情深……他们，就是我们要寻

找的三亚退役军人和拥军人物。

具体而言，此次寻找的“最美退

役军人”是在国防建设、经济发展、抢

险救灾、疫情防控、科技创新、公民道

德、创业就业等方面作出牺牲奉献、

事迹突出的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

物”是在弘扬家庭美德、情系国防建

设、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在科技、教

育、文化等方面亮点突出的拥军人

物。

您可通过推荐、自荐、行业团体

组织推荐等方式参与活动，推荐您或

身边的先进典型，充分展示退役军

人、拥军人物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

良好精神风貌。

联系电话：13637609245（黄女士）

“最美退役军人”
“最美拥军人物”寻找令

专题

2018 年改革转制以来，三亚市消
防救援支队始终坚持纪律部队建设标
准，传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奋
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
在重大灾害事故面前，不畏艰险、冲锋
在前，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8年至今，该支队共有40个集
体、200余人次获总队级以上奖励，32
人次荣立三等功，先后被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评为“全国改革转制教育整训
先进支队”“全国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先
进单位”“全国执勤训练工作先进支
队”，2019年被共青团海南省委评为“海
南省五四红旗团委”，2020年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
誉称号，被共青团海南省委评为“海南
省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

2020 年 8 月 1 日，受台风“森拉
克”影响，三亚凤凰岛附近海域一艘渔
船台风天气出海发生侧翻，该支队下
属的国家水域救援三亚大队第一时间
到场，在 3 米高的海浪中成功营救被
困者。

2020年 1月 29日 5时 55分，三亚
市吉阳区荔枝沟路雅怡轩大酒店地下

车库着火，火势猛烈，多人被困，情况
危急。接警后，支队迅速调派5个队站
12 辆消防车 53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施
救，经过2个小时英勇奋战，成功扑灭
火情，搜救疏散68名被困人员。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强降雨影
响，三亚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险情，尤
其吉阳区下新村、天涯区回新村等地
内涝严重，多人被困。接警后，支队迅
速调派消防车 30辆次、指战员 135 人
次赶赴现场处置，最终成功营救和转
移群众108人。

…………
据统计，近 5年来，三亚市消防救

援支队共参加灭火救援战斗5105次，
抢救被困人员1230人，疏散被困人员
2853 人，抢救和保护财产价值近 3 亿
元。一起起成功处置的警情背后，是
支队全体指战员坚持不懈苦练本领。
他们不是在救援的路上或现场，就是
在模拟救援的训练场上；他们不顾个
人安危，真正把抢险救援作为展现使
命责任担当的“磨刀石”。

紧贴实战练精兵
苦练本领谋打赢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始终牢固树
立“练为战”的理念，革新“三真四定”
练兵模式，定期专业集训、分类演练、
区域竞赛、考核评比，常态战训讲堂、
战例研讨、沙盘推演、实地实训、现场
复盘，按照“最难、最险、最复杂”的实
战标准，每年开展30余次高空、塔吊、
激流、索道、峡谷等恶劣环境实战练
兵，狠抓全员岗位练兵，队伍战斗力显
著提升，在2020 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
岗位大练兵比武竞赛中勇夺总分第
一。

该支队立足三亚海岸线狭长、水
域面积辽阔的实际，紧跟上级部署要
求和三亚市打造“海洋强市”发展战
略，组建国家水域救援三亚大队，多次
承担全国、全省消防系统重要培训和
实战演练，圆满完成省内多起重大急
难险重水域救援任务，参加首届“火焰
蓝”国际交流竞赛全部项目均获优胜，
其中橡皮艇避障救援项目勇夺第一
名；参加“格瑞德世界绳索救援赛·亚
洲赛”，在八个比赛科目中取得3项第
一名，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赢得国际国
内消防同行一致好评。

该支队还圆满完成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水域救援拉动演练，省应急
管理厅抗击台风拉动演练，省总队水
域救援，地震灾害跨区域拉动演练，三
亚市政府组织的高层、大跨度大空间、
石油化工等联合演练任务，先后跨区
域增援定安、五指山水域救援3次，增
援文昌、琼海、万宁、陵水抗击台风救
援，增援昌江森林火灾和乐东厂房火
灾处置，得到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
充分认可。

优化力量体系建设
提升综合救援能力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全灾
种、大应急”职能拓展，整合优化灭火
救援力量，以“建密微型站、建精小型
站、建强普通站”为先导，积极探索建
立三类队站深度融合、梯次响应、一体
联动的“3、5、10”分钟到场灭火救援
机制，发挥最大灭火救援效能。

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小、快、灵”
标准，创新“政府主建、企业合建、微型
站升级”三种模式，在老旧城区等消防
力量空白区域布点建设 6个小型消防
站，创新“消防站—小型站—微型站”
三级联勤联动机制，形成微型站 3 分
钟、小型站 5 分钟、消防站 10 分钟的

灭火救援体系，打通火灾防控“最后一
公里”，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
2020 年，“三站”联勤响应，在处置电
动车、出租屋和群租房火灾等90余起
火灾中实现了“调度快、到场快、处置
快”的目的，为控制灾情发展、抢救人
员生命财产赢得宝贵时间。

该支队积极探索专业队伍建设，
依托水域救援大队、凤凰特勤站组建
成建制的专业队，在普通消防站基础
上编配灭火、抢险等战斗单元，实现实
体化运作、实名制定岗、实质性担责，
自主编制 4 类事故救援 45 种处置操
法，优化“整建制+多单元”的作战模
式力量布局，同时加强与南海救助局、
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力量沟通交流和实
战演练，队伍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得到
有效提升。 （黄珍）

三亚市消防救援支队：赴汤蹈火铸忠诚 卫戍天涯保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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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抱龙小学 10 78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哲）日前，
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发布关于联合
开展加强电动三轮车管理工作的通告。通告明
确指出，禁止电动三轮车在市区道路行驶、禁止
电动三轮车用于载人、禁止70周岁以上人员驾驶
电动三轮车。

4月8日，三亚交警联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
展电动三轮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重点对电动三
轮车违规上路、违反禁令标志、驾驶人无证驾驶、
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整治，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逐步形成严
管高压态势。同时，三亚交警和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工作人员还向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和过往群众
发放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电
动三轮车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和出行安全的注意
事项，引导广大群众安全文明出行。

下一步，三亚交警将继续联合综合执法力量，
加大电动三轮车查处力度，形成“查处一辆，震慑
一片”的常态化严管态势，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
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部分驾驶人在原有车棚的基础上私自加大、
加高、更换玻璃，虽然车辆的空间变得更大，但安
全系数也随之降低，私自改装的电动三轮车棚不
仅不能提供安全保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安全隐
患。”此外，三亚交警罗列了三条乘坐电动三轮车
存在危险的常见原因——电动三轮车驾驶人员大
多没经过正规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知识培训，
交通安全意识较为淡薄。对路面可能出现的险
情判断不清，没有能力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突发交
通事故；电动三轮车安全性能差，车辆转向、制动
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在违法载人或装
载货物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方
面的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可
能会出现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由于电动三轮车
大多没有办理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乘坐人根本
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唱山歌嘞，这边唱来那边和，山
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

“五指山高五条河，你知哪条流水多
罗？你知哪条流下海，你知哪条流回
来……”4月12日晚，“刘三姐”嘹亮悠
扬的歌声从桂林山水跨过琼州海峡来
到海南自贸港，与鹿回头的爱情故事
相遇在天涯海角的大舞台。

在当晚的 2021 年三亚市庆祝海
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系列
活动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上，壮族
黎族融合歌舞《刘三姐遇上鹿回头》
无疑是最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之一。

《刘三姐遇上鹿回头》通过对经
典改编创作，将壮族与黎族经典民
歌深度融合编排，由广西歌舞演员
与三亚黎族歌舞演员同台演出，呈
现琼桂两地民族同庆“三月三”的动
人情景。

“这个节目讲述了民族间的友
谊，表演形式像穿越一样，以一封信
的形式邀请我从桂林过来三亚舞台，
共同庆祝‘三月三’这个盛大的节

日。”来自广西桂林的《刘三姐遇上鹿
回头》主唱万苗苗说，表演给她最大的
感受是，各民族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

“各民族语言可能有所不同，但
音乐带来的感动是共通的，民族一家
亲。”这是万苗苗第二次来到三亚，每
次来的感受都不同，她希望以后能够
定居在天蓝海蓝的三亚。

“我们很早之前就为这次演出做
准备了，排练强度很大，挺辛苦的。
但当我们将表演完整地呈现在舞台
后，觉得很值。”开场融合表演《黎苗
眺望》的舞蹈演员卓书谋说，舞蹈展
现了黎族苗族祖先迁徙的场景。

“黎苗人，追梦赤子心，一代代生
根……”海南本土音乐人格萨组合带
来的苗族原创歌舞《亲爱的苗乡》，歌
词讲述了“苗家人”在党的领导下走
出苦难迈向美好生活的奋斗故事。

“我们组合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
兄弟姐妹的意思，也象征了民族一家
亲。这首歌既有传统苗歌的曲调，又
结合了现代音乐元素，编曲很时尚，
我特别喜欢。”歌曲作词人、格萨组合
成员曾若馨说。

■幕后

演员在表演歌舞《刘三姐遇上鹿回头》。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刘三姐”唱响琼桂两地一家亲
本报记者 刘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