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4月 14日 星期三
编辑：李正蓬 校对：邢扬文6

多彩
专题

走在育才生态区那会村委会
后靠村，一条条干净平坦的水泥
路直通村民家门口，掩映在青山
绿水间的崭新楼房点缀着苗族的
图案，格外引人注目，宽敞整洁的
广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踏
歌起舞地欢迎客人的到来。

“过去我们村很穷，路不好走，
也没通自来水，更别说有条件、有
心情唱歌跳舞了。”今年72岁的村
民黄金花对记者说，“自从村里基
础设施改善以后，政府挖掘乡村
旅游资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越
来越多的后靠村村民在家门口吃
上了‘旅游饭’。村里经常举行文
体活动，热闹得很。”

记者走访三亚多个少数民族
村寨发现，像后靠村这样的民族
村寨，居住条件、交通条件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村民的生活越来越
好。

落实政策：
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实事

在地处黎族、苗族聚居山区的
育才中心学校，阵阵欢快的黎语
歌曲从教室里传来，学校音乐老
师正在教学生传唱黎族苗族歌
曲。

“我们的学生都会学习黎族苗
族歌曲、跳竹竿舞、黎锦苗绣等优
秀民族传统文化。”育才中心学校
校长董惠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刚开始家长们对义务教育阶
段这种学习方法有些质疑，后来
看到我们不仅把优秀传统民族文
化融入到教学生活中，还通过展
演的方式为学生实践提供更大平
台，也逐渐认可了。”

三亚从解决少数民族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入手，通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关心帮助少数民族
的生产和生活。同时，落实民族
教育政策，统计显示，2019年审核
通过的三亚户籍高考考生少数民
族资格审查 1571 人，审核通过三
亚户籍中考考生民族成份人数共
864人，保证了少数民族考生及时
享受到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保障得到加强，基本建成市、区、
村（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网络。此外，少数民族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申
报成功 1 项国家级少数民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5项省级非遗项
目、3项市级非遗项目，竹竿舞、黎
族打柴舞、“三月三”等民族文化
活动影响日益扩大，极大丰富和
提升了三亚民族文化内涵。

改善民生：
少 数 民 族 同 胞 生 活

质量节节高

“以前的水有颜色有味道，尤
其是下雨天，水脏得我们都不敢
喝。现在好了，随时都能喝上干
净水、放心水。”看着清澈的水“哗
啦啦”从水龙头里流出，三亚市育
才生态区那受村村民邓玉莲开心
地说。

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广
大少数民族居民聚集区的用水问
题。2017 年，三亚启动建设北部
山区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 1.99
亿元，新建北部山区净水厂一座，
并配建干管和支管 50.03 公里。
2018 年，作为配套工程，总投资
1.26 亿元的三亚北部山区村内管
网及入户管网工程开始建设，共
铺设了446.7公里入户管网。

经过 3年多的施工，输水管线
跨越深沟河道、翻山越岭，将干净
安全的自来水送进了北部山区，
送到了黎族苗族同胞的厨房边。
三亚北部山区饮水安全工程受益
群众覆盖育才生态区和天涯区14
个行政村 108 个自然村共 7060
户。

来到吉阳区博后村，随便走走
逛逛，就能见到村民们开的形式
各样的民宿。“80 后”黎族青年谭
中 仙 大 学 毕 业 后 在 广 东 打 工 。
2017 年，他回乡办起第一个由村
民投资、自主经营的民宿，拥有30
多间客房。不少村民看到谭中仙
做民宿成功了，增强了信心，学习
民宿管理经验，开始吃上了“旅游
饭”。

黎族村民张诚武就是其中一
位。问及他现在的收入，张诚武
告诉记者：“现在没法跟在大城市
比，但是能在家门口工作比在外

面好。回家还可以照顾家里，也
可以帮助村里其他人，在家门口
工作踏实些。”

“通过这几年的基础设施建
设，黎族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当前，我们努力发展
产业，通过产业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

近年来，海南省出台《少数民
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吹响“十三五”时期
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
冲锋号。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
和三亚建设世界级热带滨海旅游
目的地时代大背景下，三亚大力
推动经济和民生事业全面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
特区精神，按照《规划》要求，抓牢
抓实抓细各项民族工作，为推动
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市民族
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坚定地表示。

三亚：民生建设得实惠
民族“团结花”更艳

本报记者 吴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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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模式
——非遗文化再炫风采

三亚丰富多彩的黎族苗族文化及保护实践，为旅
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旅游活动紧密相关
的民族饮食、服饰、手工艺品、歌舞等，均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开发，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加快了乡村振兴
的步伐。近年来，三亚通过“文化+旅游”的新模式，探
索出了无限可能。

织黎锦、唱黎歌、跳起竹竿舞、醇美的山兰酒、喷香
的黎家竹筒饭……在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诸多特色
民俗、黎家特有的互动体验活动，令不少游客称赞“不
虚此行”。行走在中廖村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绿树
绕岸、碧水潺潺的画面随处可见，竹篱笆和槟榔树环绕
的黎家小屋，富有民族特色的黎族图腾、色彩绚丽的文
化墙相得益彰，美丽村景如诗如画。

在黎家演艺小院内，旋律欢快的黎歌让游客驻足，
每天定时的黎族歌舞表演已经开始。黎家阿哥阿妹们
身着传统服饰倾情演出，一边劳作一边歌舞，展现了黎
族同胞多彩多姿的日常生活；黎家阿叔用鼻箫演奏独
特黎族音乐；已过花甲之年的黎族阿婆则席地而坐静
静地织着黎锦。作为演艺团队领队的黄菊晶，这位保
亭姑娘几年前嫁到中廖村。“新模式”发展的中廖村，让
她能“足不出村”一施所长，赚钱贴补家用。“不用离开
村子就能赚钱，当然很开心。”谈起如今的工作，中廖村
村民纷纷表示，非常满足。“因为就在村子里，以村子为
舞台，这才是真正的实景演艺。”游客林先生为“文化+
旅游”慷慨点赞。

随着收入的增加，村民对黎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也日益增强，中廖村内随处可见颇具韵味的
大力神、热带植被等符号，村里还有了自己的民族吉祥
物“廖廖”。

除了中廖村、后靠村等特色村寨，“文化+旅游”在
三亚其他景区同样发力。今天和昨天的对话里，如何
最大程度的展现匠人精神，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三亚千古情景区交出了高分答卷。为
了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三亚千古情景区使出了多个

“杀手锏”。黎族“鹿回头”传说中阿黑哥和阿月妹成了
景区文化 IP，以此为基础推出的书签、钥匙扣、杯子等
一系列具有温度的文创产品，更是备受游客市民热捧。

香料博物馆、千古情茶文化园、千古情庙会、非遗
传承一条街等极具文化创意和传递文化自信的载体，
吸引游客走入文化体验场景，把黎族苗族文化和旅游
消费融合，带动消费的同时，让优秀的历史文化回到美
好生活中来，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提升人民群众精神
生活品质。

绽放新光芒
——黎苗文化生生不息

“村民不甘心这门手艺就此失传，让它某天只能在
博物馆里看见，永远地成为历史，村民就选择亲手制作
陶器无偿地送给周边村民酿酒、泡药、煮饭、腌制食品，
尽一切努力不让黎族陶艺在人们生活中消失。”黑土村
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成书表示，黑土
村中的黎族同胞对黎族陶艺有着深沉的爱。

在黑土村，黎族阿婆们有着
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毫无生气
的泥土经过她们的捏制，可以变
成糯米蒸锅、绘有龙纹、大力神的
装糖果的器皿、酒杯、茶壶等，甚
至是可以挂在墙上的装饰泥板
画。在通透的船型屋里，阿婆们
既是在制陶，也是在向人们讲述
一段历史；在传习所里，陶器是展
品，更是黎族文化的标志。“如今，
村民的努力得到国家、社会的支
持，各方面的力量都参与到传承
中来，才得以使原始制陶技艺沿
袭至今。”陈成书说。

据了解，为传承和保护少数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亚市政府
积极开展黎族苗族传统文化传承
活动。2020 年，一组组别开生面
的黎族苗族民俗传承风景画在三
亚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崖州区
南山村，天涯区抱龙村、抱前村等
民族地区分别举办了黎族织锦、
苗族刺绣、黎族民歌、苗族民歌、
黎族制陶等共 5期少数民族传承
创新发展培训班，培训学员 150
余人，不断壮大三亚少数民族文
艺传承人才队伍。

“学校+传统文化”，更为黎族
苗族文化传承碰撞出了新的生
机。在三亚各中小学校中，广泛
开展“爱学习、爱民歌”“舞出民族
风”“民服、新时尚”等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
文化教育活动，进一步加深中小
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三
亚开展民族传统文化“三进校园”
活动实施单位也由2014年的 3家
增加到了2020年的12家。

天涯区红塘小学新开设的黎
锦纺织技艺实践课，新学期一经
启动报名便瞬间满额。而在道德
小学的校园一角，小小“陶艺家”
们尽情发挥想象力，重燃窑火，匠
心传承。“这个是我做的，好看
吗？”10岁的王春妹大方地向记者展示着自己的陶艺
作品，每周二下午最后一节课，她会和同学们一起探索
黎族制陶的魅力，传递这股神奇的力量。

“现在的制作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黑土村村民董
大姐乐呵呵地说道，不仅有宽敞明亮的陶艺传习所，更
是在近期换了电器窑。熠熠生辉的电器窑静静诉说着
黑土村为传承黎族文化所作出的努力。“电器窑更好用
一点，不但制作成功率更高，烧出的陶器色泽也更漂
亮。我希望各地都能像黑土村一样，让黎族苗族文化
生生不息，有更多人愿意来了解黎锦、黎陶、苗绣等民
族文化。”陈成书对记者说。

船屋里，省级黎锦非遗传承人符西利席地而坐，将经线纬线交叉后，
双手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一幅色彩艳丽、写意万象、精美绝伦的黎
锦作品正在创作中；学校里，“90 后”王正萍大胆融合，用传统的编制方法
编出时尚的造型，富有黎族苗族元素的圆形包、沙滩鞋、项链……一件件
造型独特的新产品，正以独特的方式“解码”黎族苗族文化新时尚。

如今，类似的场景在三亚并不鲜见，快闪竹竿舞、黎锦新文创、品牌山
兰酒等，一股股新老力量积极“谋变”，正以朝气的姿态赓续黎族苗族文
化。近年来，三亚将这些传统民族文化信息重新挖掘梳理，通过守住传
统文化“筋骨肉”的方式，推动其不断创新，鼓起新的精气神，并与乡村振
兴深度融合。如今的黎族苗族文化，正在原生态的传统民族文化中焕发
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中廖村，穿着黎族服装的村民在跳竹竿舞。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织黎锦。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吉阳区中廖村中和湖。

Sy民族团结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