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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林 林）11 月 13
日，由三亚市民族事务局、三亚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承办的三亚市第二届黎
族苗族民歌大赛复赛在三亚技师学
院举行。全市 30 组参赛选手从初
赛中闯关进入复赛，对12个决赛席
位展开角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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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着民族盛装的参赛选手成为
比赛现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吸引
众多镜头和目光。复赛在黎音组合
的一首黎族经典曲目《台喜刷》中拉
开帷幕，铿锵有力的节奏伴着激情
四射的演唱，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
的热情。随后，参赛选手逐一登台
大显身手，苗族歌曲《苗家恋歌》、
歌曲串烧《党的政策好》《落笔洞的
儿女》《赶鸟歌》等黎族苗族歌曲轮
番唱响。

经过第一轮的精彩对决，最终
有 20 组选手进入第二轮的清唱环
节。按比赛规则，第二轮清唱曲目

不得与第一轮曲目相同，清唱环节
更加展示了黎族苗族阿哥阿妹们的

歌唱实力，给现场观众带来一场不
同凡响的听觉盛宴。整场比赛高潮

迭起，精彩纷呈。观众吴先生说，虽
然听不懂黎族苗族方言，但是可以
在乐曲中感受到朴素、真挚的情感，

“说余音绕梁有点夸张，但歌曲旋律
真的在耳边久久徘徊。”

自第一届黎族苗族民歌大赛顺
利落幕后，今年涌现出更多优秀的
传统民歌文化传承者，他们以更加
精彩的演唱向观众展示了黎苗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对于黎族苗族同胞而言，民歌不
仅仅是一种歌曲形式，更是一份专
属回忆。一首动人的歌，一片赤子
之心，正如参赛选手刘建帅所说：

“黎苗儿女把对党的深厚情意，把对
民族团结的无比珍惜，把对三亚近
年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自豪感，编成
一首首饱含深情的‘好声音’，唱响
新时代团结进步同心曲。”

民族文化碰撞，擦出 别样火
花。据悉，民歌大赛决赛将于近期
举行，决赛将更激烈、更精彩。届时
民歌大赛的所有获奖者名单也将现
场揭晓。

三亚市第二届黎族苗族民歌大赛复赛顺利举办

听一曲民歌 领略黎苗原生态文化魅力

哈赛组合演唱《久久不见久久见》。本报记者 林林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记
者从三亚市旅文局获悉，由该局提出
立项、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归口管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安全管理
与服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已于
今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此项标
准的颁布与实施将进一步规范三亚旅
游景区、旅游酒店及乡村旅游点的经
营行为，维护行业市场秩序，促进行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保障游客和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非公
路用旅游观光车指在指定区域内行
驶，以内燃机、电动机或两者交替驱
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
无架线的6座以上（含 6 座）、23座以下
（含 23 座）的非封闭型乘用车辆。该型
车是以休闲、观光、游览为主要设计用
途，适合在旅游风景区、综合社区、步行
街等指定区域运行的车辆。

《规范》对在旅游景区（点）、旅游
饭店、旅游度假区、体育园区、步行街
区等指定区域内，采用内燃机、电动机

驱动或二者交替驱动的非公路用旅游
观光车为游客提供乘车服务的安全管
理与服务进行了标准化细分。内容上
从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安全管理、
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及改进作了要求。

记者从三亚景区了解到，当前，旅
游观光车以其载客量大、车费低廉，
并具有拓宽游览区域、缩短游客在途
时间等功能，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
喜爱，但穿梭于各区域内观光车安全
运行问题也备受关注。企业、职工对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认识存

在偏差，无证操作等现象普遍存在。
《规范》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非公路
用旅游观光车安全管理，保障乘客人
身安全，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提高
旅游观光车运营单位经济效益及对外
知名度。

“《规范》的出台，为游客提供更加
优质的服务提供了有力保证，景区将
严格按照《规范》安全生产，让客人在
三亚体验周到细致、温暖贴心的服
务。”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总经理李萍说。

三亚推进实施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安全管理与服务规范

让旅游观光车更安全更舒适

本保讯（记者 黄世烽）“大家请
不要在沙滩绿地聚集喝酒，这样的行
为实在是不雅……”11月 13 日晚，三
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涯分局应急保
障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
等，集中开展三亚湾沙滩乱象整治行

动，于细微之处治疗城市顽疾，让文
明成为三亚最美“风景”。

当晚，记者在三亚湾 1 号公厕周
边沙滩看到，执法人员正在对海滩边
聚集喝酒不文明行为进行现场处罚，
并责令几名当事人进行卫生清理。

“不要让个人不文明旅游行为影
响一座城市的好形象，希望有关部门
继续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海滩的不
文明现象进行教育与处罚，让三亚湾
越来越美。”正在三亚湾散步吹海风
的游客林女士说，旅游是人们放松自

我、调节紧张情绪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是一种享受、一种快乐，不能因为
个人的不文明行为，把个人的享受、
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不能
因为个人的不文明行为，损害城市的
整体形象，给城市形象抹黑。

据了解，11 月 9 日至 14 日，执法
人员现场处罚沙滩绿地聚集喝酒不文
明行为17宗，处罚金额850元。

本报讯（记 者 李 少 云）近日，
2021DTA数字旅游奖决赛时刻在上
海举行，经过角逐，三亚市旅游推广
局打造的“三亚新青年奇趣岛”营销
案例从全国70余家投报企业中脱颖
而出，荣获“最佳创新营销案例奖”。

“2021DTA数字旅游奖”由环球
旅讯主办，分设“DTA创新营销奖”

“DTA产品创新奖”两类奖项，通过
对优秀案例的征集、展示和评选，鼓
励旅游业者在数字化转型的征途中
做出更多探索与尝试，为业者明晰
领先者的宝贵经验、方法论，从而指
导自身的转型实践。

在“2021 DTA 数字旅游奖”决
赛现场，有 5 个“DTA 产品创新奖”
案例和8个“DTA创新营销奖”案例
入围提名案例，进入决赛的参赛案
例分别来自新西兰旅游局、洲际酒
店、美团、马蜂窝旅游、同程集团等

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旅游局的营
销案例，竞争十分激烈。经过激烈
角逐，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打造的“三
亚新青年奇趣岛”营销案例荣获“最
佳创新营销案例奖”。

2020年 12月 1日，“三亚新青年
奇趣岛”推广主题在三亚首次推
出。以《动物之森》游戏，将青年客
群打造成五大奇趣新青年的品质旅
游形象：章鱼青年、海豹青年、松鼠
青年、鲨鱼青年、考拉青年，分别代
表热衷“剁手”、旅拍、人文探索、户
外极限、宅酒店五大玩法以及不同
的旅游态度。在多渠道发力下“破
界出圈”，“三亚新青年奇趣岛”引来
100+头部旅行达人关注，以“三亚新
青年奇趣岛”为主题的推广活动辐
射全国 14座重点客源地城市，千余
家旅游企业参与其中，百万内容输
出，带来十亿曝光量。

三亚多部门联合整治三亚湾沙滩不文明行为

在沙滩绿地聚集喝酒，罚！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
荣获“最佳创新营销案例奖”

本报讯（记者 黄珍）11月11日，
省旅文厅、省社科联、市政府、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联合主办首届海岛旅游
和邮轮游艇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北
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 20余家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三亚，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共同探讨海岛旅
游和邮轮游艇旅游的发展之路。

围绕“服务海岛旅游和邮轮游艇
旅游发展 创新海南自贸港下海岛旅
游和邮轮游艇发展模式”主题，湖北
大学教授马勇、厦门大学教授林德
荣、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李小年、澳门
城市大学教授李玺分别作《海洋海岛

旅游发展三维价值解构与重构》《共
享经济与新旅游消费特征》《疫情给
邮轮产业带来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海岛旅游目的地旅游品牌构建与营
销推广——以佛得角为例》等主题报
告，就海岛旅游和邮轮游艇旅游发展
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与分享。

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举办
此次学术研讨会将进一步推动海岛
旅游和邮轮游艇旅游相关学术研究，
加强政府、高校、行业协会和企业之
间的沟通与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
设，促进海南省海岛旅游和邮轮游艇
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首届海岛旅游和邮轮游艇发展
学术研讨会三亚举办
促进邮轮游艇旅游健康发展

近日，不少游客在落地三亚后选择海边的房车型酒店度假。房车露
营、住房车酒店已成为海南新兴的旅行方式。随着冬季的来临，许多游客
开着房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有游客省去长途奔波的劳顿，直接入
住房车型酒店，体验出门就是大海，“零距离”接触大自然的度假方式。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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