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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宣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4 月
14 日，作为 2021 年海南黎族苗
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东方分会
场活动之一的 2021 年海南东方
黄 花 梨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论 坛 举
行。论坛就如何做大做强海南
东方黄花梨文化产业进行深入
研讨，进一步推动东方黄花梨在

研究、种植、加工、展览、收藏、拍
卖和交易等方面再上新台阶，助
力东方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据介绍，“感恩福地·花梨之
乡”是东方的文化定位。2011
年，首届海南东方黄花梨文化节
成功举办后，东方被国家林业局

批准为国家珍贵树种培育基地
（花梨之乡），同时获得了上海
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种植黄花梨
株数最多的市”的认证。2012
年黄花梨被东方市人大确定为
市树，2013 年被省人大确定为
省树，“东方黄花梨”被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注册。目前，全市已种

植黄花梨 1200 多万株，一个个
花梨园、花梨民间博物馆、花梨
乡镇、花梨村庄、花梨机关和花
梨校园在不断涌现。黄花梨产
业已经成为东方最具特色、最具
潜力、最富民的绿色产业和绿化
银行。为进一步挖掘黄花梨文
化，推动黄花梨产业的发展，东方

市凭借黄花梨产地的优势，以反
哺自然、保护自然的感恩情怀，将

“感恩福地、花梨之乡”确定为东
方的文化定位，大力弘扬“扎根守
土，厚积薄发”的黄花梨精神，积
极发展独具地方特色的黄花梨产
业，使得黄花梨已然成为东方的
一大品牌产业和文化符号。

东方黄花梨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左图：书法家现场书写百米书画长卷。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书画家创作百米书画长卷献礼建党100周年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4 月 14 日，

2021年东方市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暨第六届海南东方黄花梨文化节举
办期间，刮起浓浓的“中国文化风”，为东
方“两节”盛宴系列活动注入文化元素。
当天，在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举办的“建
党一百周年百米书画长卷为祖国献礼”
系列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
汇聚东方，现场挥毫泼墨，通过书画形式

“赞东方，颂党恩”，为东方广大市民游客
送上了一场文化艺术盛宴。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东方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宣传部部长钟海涛等到现
场参观，并与书画家们亲切交流。

当日，位于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内，
名家汇聚，人潮涌动。在黄花梨文化一
条街，百米长卷延展铺开，书画家们神清
气定，下笔有神。不一会功夫，书画家们就
挥毫写下一幅幅赞美东方、歌颂党恩的书

画作品，用翰墨丹心书绘爱党爱国情怀。
“没有一定的书画功底，创作不出如

此章法有道，恢宏有力的书画作品。”对
书画颇有研究的哈尔滨游客刘先生竖起
大拇指点评道。精彩的书画创作瞬间引
来游客驻足和点赞。不少市民游客现场
求字，书画家们豪爽答应，并现场挥毫为
游客赠送珍贵墨宝。

“很荣幸能受邀参加东方的‘两节’
活动，为了给活动主办方和市民游客带
来更丰富的文化艺术盛宴，我提前精心
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符氏书画教育集团
创始人、海南东方籍书画家符立昌说，书
法作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之一，每一幅都
是生命的沉淀，是书画家精神价值的体
现。百人百米书法长卷，不仅写出了气势，
一撇一捺，书写下了对党的深情热爱。

据悉，本次活动由东方市政府主办，
东方市书法家协会、符氏书画教育承办。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我每次都要来这个大
集市，这里的东西特别好。”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消费助农大集市热闹开市，全县各单位干部职
工和市民群众踊跃认购，掀起了一波消费助农热
潮。

当天上午9点，集市现场热闹非凡，前来选购的
市民群众络绎不绝。各展销区展出的产品不仅卖
相好，且物美价廉，突出原产地、原生态的特色活禽
肉类、粮油产品、瓜果蔬菜吸引不少群众围观、询
价、购买。

保亭三道斑斓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带来的芒果品
质好、价格实惠，且支持全国部分地区包邮，备受群
众青睐，摊位前围满了选购的人，不一会儿产品销
售大半。“不到两个小时，卖了几十斤的芒果，大家
都挺喜欢吃。”该合作社社员林维说，好的产品深受
消费者欢迎。

据了解，消费助农集市旨在引导全县各单位干
部职工和市民开展“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消费助
农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障碍，为全县各类农
产品销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促进作用。据统
计，当天消费助农大集市销售总额共计40365.9 元，
进一步助力农民增收。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
员 黄妃）近日，陵水“菜篮子”
平价专区开市仪式暨农产品展
销活动在县中心农贸市场举行，
专区全场蔬菜平均单价低于市
场价20%。据了解，此次活动旨
在进一步抓好陵水“菜篮子”工程
建设，全力落实保供惠民行动。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县中心
农贸市场设立的平价专区，看到
前来采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地
瓜、茄子、南瓜……各类蔬菜供

应齐全，全部以平价的方式提供
给市民进行选购。记者注意到，
在平价专区的商品标价牌上的
蔬菜标价比一般市场价低0.5元
至1.5元每斤。

据介绍，该“菜篮子”平价惠
民专区面积约1900平方米，摊
位数108个，设有平价蔬菜、肉
类、水果、水产和特色自产自销
等专区。专区内全场蔬菜平均
单价低于市场价的20%，肉类低
于市场价的5%-15%，家禽低于

市场价的10%-20%。
陵水菜篮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河表示，平价惠民
专区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给老百
姓提供更实惠更安全的农产品，
例如专区内出售的排骨，市场上
售价在40元左右，而在平价专
区内，一般卖 35元到 38元，比
市面上便宜。

据悉，该“菜篮子”平价惠民
专区是县委、县政府通过平台公
司——陵水菜篮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设立的平价直销点，以规
模农产品生产基地等作为农产
品货源，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为
市民提供“触手可及”的便利和
实惠。

此外，陵水惠民专区还开通
了线上购买渠道，陵水本地居民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小达美食
城”即可进行下单。有大宗购菜
需求的陵水商家，还可通过微信
小程序“惠农生鲜VIP”进行下
单，实现足不出户，送菜上门。

陵水平价惠民“菜篮子”专区开市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
讯员 李想）近日，陵水两辆新
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正式投入
使用，接种车将开往陵水分界
洲岛售票处、隆广镇丹录村等
偏远地区采取主动式服务，真
正做到“应接尽接”。

当日下午，两辆新冠疫苗
移动接种车在陵水人民医院
整装待发，车内配备了新冠疫
苗接种所需的各项设备，同时
安排接种人员跟车开往移动
接种点。重点在人口集中区
域、偏远地区设立移动接种

点，采取免预约的形式更好地
服务陵水群众。

据悉，自启动全民免费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以来，陵水把
疫苗接种工作作为以人为本
的大事来抓，多措并举加快
接种进度，截至 4 月 11 日 24

时，陵水共完成第一剂接种
139328 人，完成总体任务量
60.58% 。 除 移 动 接 种 点 外 ，
陵 水 目 前 共 有 19 家 接 种 单
位承担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任
务，接种台 64 台，日接种量约
2万人。

陵水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林林 ）由海南省书法
家协会、中共乐东县委宣传部和乐东、琼
海、万宁、临高、昌江五市县文联联合主
办的“海南省五市县书法联展”于 4月 11
日在乐东中学开幕。

本次展览以“献礼建党100周年”为主
题，旨在用笔墨讴歌时代华章，鼓舞人心，
携手共创美好明天。同时，进一步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丰富基层文艺爱好者的精神
生活。

展览现场共展出书法作品154幅，涵
盖了楷书、草书、隶书等书体，充分体现创
作者们对新时代的满腔热情，以及对美好
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向往，主题鲜明，内容积
极向上。乐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广
军表示，“海南省五市县书法联展”的成功
举办加强了市县间的书法交流，丰富了学
习党史的内容和形式，传承了红色基因。

开展当天举行的艺术交流会上，通过
主旨演讲、分场对话、学术问答等形式，前
来观展的专家学者对海南本土书法艺术的
传承创新、当代书法技艺的发展进行了深
入探讨。

据悉，本次展览展至4月16日。

“海南省五市县书法联展”
在乐东开展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4 月 14 日晚，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三月三”黎族苗族民歌比赛决赛在槟
榔谷悠黎客大舞台举行。来自保亭县的 40名参赛
选手从海选中闯关进入决赛，角逐最后的冠军。
一首首独具黎族苗族特色的歌曲唱出了黎族苗族
同胞奋进新时代、向往新生活的美好心声。

当晚的决赛分为黎族歌曲组和苗族歌曲组两
个阶段进行，邀请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
级作曲家魏庆荔，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海南音
乐家协会顾问倪承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
家一级演员吴淑雅等 7 名专家担任评委。经过紧
张的角逐，最终加茂镇选手林沉妹、黄进琼演唱
的《恋歌》摘得黎族歌曲组桂冠。新政镇选手蒋
秀梅、邓春连演唱的《歌唱苗族三月三》夺得苗族
歌曲组冠军。本场活动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了同
步直播。

被吸引前来的响水镇大本村村民黄程淦跟着
台上参赛选手的节奏，轻声附和。他说：“听到
黎族歌曲就有一种亲切感，这场晚会真是太棒
了，这是一个弘扬和传承海南黎族苗族文化的
好机会、好平台。让黎族苗族的孩子们更好地了
解、学习、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加深他们对民
族的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来自万宁的黄少阳
和屯昌的曾召强从朋友那里得知本场晚会的举
办，专门从当地开车来到比赛现场。虽然他们都
不是少数民族，但对少数民族的特色风情和文化
都有很大的兴趣。“忙完农活吃了个饭就过来了，
还怕赶不上。”黄少阳说，他对海南黎族苗族文化
特别感兴趣，平时也会通过网上和查阅资料等方
式去了解黎族苗族的文化特色。

参赛选手黄美华带来了女声独唱《金门三月
三》，获得了本场比赛苗族歌曲组第二名的好成

绩。“平时镇里有人家结婚，或者喜庆的节假日，

都会邀请我去演唱。”黄美华笑着说。平时的积

累让黄美华信心满满，为了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

色，她每天忙完农活后，都会在家里排练，家里人

也非常支持她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

办，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局、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

保亭“三月三”黎族苗族民歌
比赛决赛在槟榔谷唱响

保亭消费助农大集市开市
助力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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