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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民族团结进步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
员 付宝兰 才佩卓玛 黎小渫）4
月 6日至 4月 10日，非遗绘梦大
创团队在三亚学院附属幼儿园
开展以“非遗文化墙绘”为主题
的“‘益’非遗，声入人心”公益活
动，让学生们体验一把“非遗”的
魅力。

连日来，由学生组成的志愿
者分阶段分区域进行彩绘，开展
了为期四天的墙绘制作。从刷
白墙到完整的彩绘墙面，非遗绘

梦的志愿者们付出了不小的努
力。

志愿者在相应的图画旁分别
用文字标识琼剧、黎族服饰、黎
陶及琼剧各类角色的身份名称
等，帮助小学生们认识墙绘内
容，尽力做到图文并茂。一幅幅
手绘文化墙，色彩亮丽、格调清
新，成了校园一道别具一格的风
景线，令众多学生家长和学生们
眼前一亮，幼儿园老师们纷纷为
小朋友们“打卡”拍照。

非遗文化墙绘扮靓校园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本报讯（记 者 卢 智 子）自
2020年起，经海南省市人才管理
部门认定且处于管理期内，在三
亚市全职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和三
亚市优秀专家均可享受三亚市政
府出资的年度体检1次。近日，记
者从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2021年度高层次人才体检工作已
经开启，报名时间截至4月30日。

本政策所称的高层次人才须
经省市人才行政主管部门或具
有认定权限的用人单位认定并
在管理期内在三亚工作的高层
次人才。4月 30日前，体检对象
可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定点

体检医院和体检时间并由本单
位联络员填报《三亚市2021年高
层次人才体检登记表》（仅接受
单位名义报送），统一通过邮箱
报送至市委人才发展局邮箱gc-
crcfwzx0898@163.com；如 果 未
能在规定时间内反馈个人体检
意愿的，按照服从分配原则予以
安排体检医院。

原则上体检对象一年只能享
受一次健康体检待遇，如本年度
已参加过单位体检、市管干部体
检或享受各级财政资金安排的
其他体检，则不能重复参加高层
次人才体检。

三亚开启高层次人才免费体检
报名时间截止至4月30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4月 13日
上午，天涯海角游览区不时响起阵阵
喝彩声和婉转的歌声。2021 年三亚
市庆祝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活动“民族团结进步”传统体育竞
赛在该景区爱情广场举行。

上午 9 时，传统民族体育竞技热
闹上演。赶“猪”比赛、射弩、攀藤摘
花、攀爬椰子树、顶棍、押加、挑担过
独木桥、黎锦苗绣技艺比拼……五花
八门的趣味体育项目同时进行，让人

目不暇接。每个围满人群的竞技项
目区，不时传来阵阵爽朗的欢笑声。

“这些民族体育项目太有趣了，有时
候状况百出，观众捧腹大笑。”市民周
先生说。

“预备，开始！”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在爬椰子树比赛中，选手们手
抱椰子树，脚用力往上蹬，谁先摸到
树上悬挂的铃铛为胜者，现场观众
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这个很有意
思。”山西游客汪女士表示，能有机

会体验到独具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
体育盛事感到十分开心。押加又称

“拉乌龟”，趴着拔河，憨态可掬的比
赛姿势令人忍俊不禁。比赛选手四
肢趴地的造型令人捧腹，成为最受
观众追捧的比赛项目。“加油！加
油！”观众为选手加油鼓劲的声音响
彻整个赛场。

在活动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黎
族苗族传统体育竞技——挑担过独
木桥。哨音刚落，两名选手挑着扁

担从起跑线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后，
将 50 斤重的沙袋装进箩筐里，在保
持速度的同时还要走过独木桥，精
彩的比赛引来群众阵阵喝彩。

据介绍，此次“三月三”体育竞技共
设8个项目，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均
由各区政府组织推荐，育才生态区管
委会、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学院、海
南省三亚技师学院等单位组队参加。

传统民族体育竞技乐翻天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黎苗儿女
庆三月，欢歌起舞唱天涯。4 月 13
日，天涯海角游览区爱情广场上一派
莺歌燕舞的景象。一对对青年男女
身着艳丽多彩的黎族苗族传统服饰，
在舞台上激情对唱跳舞，以歌咏志、
以歌传情、以歌会友，歌曲曲调丰富、
音律优美动听，韵味独特。

“这次代表公司参加民歌对唱展
演我感到非常荣幸！”三亚黎赛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高运婷兴奋地说，她和
同伴表演的节目是黎族歌曲《木棉花
开爱情来了》，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
思念之情。为了此次展演，她们提前
半个月就进行排练。

在此次三亚“三月三”活动中，与
高运婷一样的少数民族同胞还有很
多，她们用动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
和精湛的技艺，向广大市民游客展现
了独特的三亚黎族苗族风采和优秀

的民族文化。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原生态黎歌

曲《相聚三月三》，在这欢庆的日子
里，通过这样的歌唱形式，让大家了
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参加展演的成
员陆瑶说。

此次民歌对唱暨非遗展演分为上
午场和下午场，中间还有对歌环节。
朗朗上口的旋律、饱含深意的歌词串
连成一首首优美的情歌。一问一答、

一唱一和，述说着甜美的爱情故事。
黎乡素有“歌海”之称，广大黎族

人民善于创作民歌，喜爱吟唱民歌，
把唱民歌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桌
上喝酒是黎族表达爱情的方式之一，
我们的歌曲表达了爱在酒里、情在酒
里的情感。”参加展演的演职人员石
效龙说，他们表演的歌曲名叫做《桌
上喝酒走酒蛊》，描述的是黎族男女
举起酒杯互相传情的场景。

民族歌舞展风采 男女对唱显魅力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4月 12日
至 13 日，2021 年三亚市庆祝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
行。现场共展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黎族原始制
陶技艺、黎族钱铃双刀棍棒舞、黎族
打柴舞、苗族招龙舞、苗族盘皇舞等7
个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活动现场，山兰酒、桑葚酒、黎族
苗族织绣和服饰等实物展示台整齐
排列，吸引大批市民游客观看。在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展位前，只见几
名穿着黎族服装的妇女正编织着黎
锦，前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黎锦
是中国较早的棉纺织品，被称为中国
纺织业的“活化石”。

黎陶技艺的现场表演也引来不
少游客围观，一件件颜色古朴的陶
器，似乎都在诉说着古老的民族文
化。“通过展示，我发现三亚文化中值
得大家保护和传承的内容非常多，尤
其是黎族民歌非常能体现本土民族
特色。”重庆游客韩枫告诉记者。

非遗文化
展示民俗风采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4 月 13
日，2021年三亚市庆祝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黎锦苗绣技
艺竞赛在天涯海角游览区爱情广场
举行。

身着传统节日盛装参赛的选手们
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黎锦选手
们排列整齐，手脚并用，在一推一拉
中，精美的图案逐渐显现。另一边的

苗绣赛场里，选手们手中针线来回穿
梭，在精心刺绣下，一个个美丽的图案
变得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

现场 76 名老、中、少三代选手同
台竞技。在短短两小时之内，将极富
盛名的黎族织锦、色彩瑰丽的苗族刺
绣的图案在大众面前呈现出来。本
次参赛选手来自天涯区、海棠区、吉
阳区、崖州区、育才生态区及海南省

三亚技师学院，其中年龄最小的选手
仅10岁，年龄最大的达73岁。

简单的丝线，经过绕、转、夹等几
道工艺，最终变成美丽的图案，观众
不由得啧啧称赞。不少游人竖起了
大拇指。“这个工艺看起来特别复杂，
但在她们的妙手编织下，丝线就变成
了服装花纹，太厉害了。”来自山城重
庆的游客李志说。

“这次各单位选派的参赛选手都
非常优秀，织出来的作品也非常精
美。”海南省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海南省南海工匠黄
丽琼是此次赛事的评委。她表示，黎
锦现场比拼的是由组委会提供的图
案，选手们现场进行编织，不仅要看
编织者的编织速度和编织长度，还需
要留意作品的配色和收尾等细节。

黎锦苗绣“秀”精湛技艺

钻木取火

黎锦制作

押加竞赛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服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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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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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
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
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主管
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在周
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
三厅吸收了田汉、张曙等一大批
文化界爱国进步人士加入，形成
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田汉
被任命为第六处处长，主管艺术
宣传。

田汉上任不久，即组织动员
演艺界数十个团体在武汉三镇
进行巡回演出，并组织开展大规
模歌咏音乐救亡活动，观者如
潮，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
武汉期间，田汉写了几十首歌
词，其中许多作品具有极大的抗
战 鼓 动 作 用 ，深 受 群 众 欢 迎 。
1938 年 4月初，当前方传来台儿
庄大捷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
武汉三镇顿时沸腾了，田汉等决
定举行火炬游行进行庆祝。当
晚 7点游行开始，10万多武汉市
民高举火炬，走上街头游行庆祝
胜利。田汉直接参加了游行，回
到寓所后仍兴奋不已，当即赋诗
一首:“大火雄歌杰阁前，长江两
岸万雷喧；江头野老私相问：盛
况何如北伐年？”写罢意犹未尽，
夜不能眠，于是又奋笔疾书，创

作了歌词《洪波曲》:“我们战黄
河，我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
生洪波。不能战者不能守，只有
抗战到底没有和！敌人速战不
决奈我何，我们地广人又多，父
亲也不顾鬓毛皤，弟弟战死还有
哥！嘿，军民合作，官兵合作，全
国成一个。最后胜利一定属于
我，属于我！杀呀！最后胜利一
定属于我！军民合作成一个，最
后胜利属于我！属于我，属于
我！”台儿庄在微山湖以东不远
处，且有京杭大运河相连，因此
田汉写下了“微山湖水今又生洪
波”的佳句。著名作曲家、第三
厅主任科员张曙接到歌词后，顿
时豪情满怀，连夜为歌词谱曲。
曲调浑厚有力、真挚感人，富有
浓郁的民族风格。田汉对张曙
的谱曲非常满意，于是集合六处
的工作人员，在清晨操练后请张
曙教大家唱这支歌曲。1938年 4
月 9 日，《洪波曲》第一次公开演
唱，就赢得了一致好评。

台儿庄大捷后，徐州会战在
微 山 湖 东 南 鲁 南 苏 北 地 区 打
响。周恩来指示第三厅组织文
艺界人士到前线劳军、慰问。田
汉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邀请戏剧家洪深担任六处戏剧
科科长，并派洪深带领来自上海
的救亡剧团部分演员，成立抗敌
剧团第一队和第二队，田汉和他
们一起深入到台儿庄前线，进行
慰问演出，讴歌抗战涌现出的英
雄人物和事迹，并为将士们演唱
《洪波曲》等歌曲，激励将士们的
斗志。此后，这首雄壮嘹亮、慷慨
悲壮的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据《人民政协报》）

田汉写歌庆祝台儿庄大捷

陶器制作

◆A 类人才（大师级人才）、B 类人才（杰出人才）、
C 类人才（领军人才）体检标准为3500 元/人

◆D 类人才（拔尖人才）体检标准为2500 元/人

◆E 类人才（其他类高层次人才）、
三亚市优秀专家体检标准为2000元/人

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共有13项项目

本报讯（记者 黄珍）记者从
海棠区爱卫办了解到，为切实推
进“五爱”卫生健康大行动，推进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连
日来，海棠区组织各单位、村(居)
委会深入开展“搬家式”环境卫
生大扫除活动，持续做好“创文
巩卫”工作，营造整洁美观的生
活环境。

连日来，海棠区各党政机关、
村（居）委会以及农贸市场、餐饮
店、公园、垃极中转站等重点行
业和单位开展一次全覆盖“搬家
式”环境卫生大扫除，清除和整
理房前屋后垃圾、杂物、杂草等，

翻盆倒罐清理各类积水避免蚊
幼孳生；做好楼道、停车库、储藏
间、卫生间等部位的卫生清洁；
规范工地围挡，清洗交通护栏、
人行道和路面污迹，做到路还本
色、干净整洁。

据介绍，在日常开展病媒生
物防制消杀作业的基础上，海棠
区爱卫办组织专业公司在重点小
区以及群众诉求区域开展病媒生
物防制活动。同时利用辖区LED
显示屏、村 (居)健康教育宣传栏、
网络媒体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巩
卫知识，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
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

海棠区：

“搬家式”大扫除 营造清洁家园

6家定点医院

三亚中心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三亚哈尔滨医科大学鸿森医院、海南圣巴厘医院
（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

◆国家级项目2项
《崖州民歌》
《黎族打柴舞》

◆省级项目7项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苗族盘皇舞》
《回族传统婚礼》
《疍歌》
《黎族民间故事》
《海螺姑娘》

◆市级项目4项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
《黎族钱铃双刀棍棒舞》
《苗族招龙舞》
《游公节》

现有32名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人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8人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