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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一座城市，初次相见便让你生出依依眷念之心？仿若遇到了
那个人，心头突然一阵失重般的微微战栗。红、黄、蓝、紫、粉……走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多彩的房子一个挨着一个，一定是谁剪碎了彩
虹，才会让小城如此色彩斑斓，让你一见倾心。
邂逅一个人，艳遇一座城。“相约琼中缘聚合老”三月三黎苗风情相
亲交友大会将于 4 月 1 日浪漫开启，如果你曾错过了日出和星空，那么这
次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能看见彩虹的城市。
□南国都市报 记者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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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琼中缘聚合老”相亲大会报名持续火爆

在七彩琼中

TA 的浪漫

琼中县城新貌。

邂逅一场有
一座能看见彩虹的城市
奶酪色的巴黎、灰色的西安、黄
白色的哈尔滨，当你来到一座陌生的
城市，最先入眼的一定是这里的建筑
色彩，而这一抹抹色彩也将如实映射
出城市所追求的精神与文化。那么藏
匿在琼岛中部山区的小城，会是什么
颜色？
仿古雅致的青瓦飞檐、原生态的
民族图腾、清新文艺的墙体彩
绘……沿海榆中线往南进入琼中，迎
面而来的是临街建筑外墙上泛起的一
层层彩色涟漪，大力神、甘工鸟等民
族图腾镶嵌其间，与矗立在房檐的黎
族船型屋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黎苗

立面改造让城市焕发生机

风情浓郁的建筑空间。
漫步街头，你会偶遇一棵高耸入
云的大树，撞见与心爱的女孩偷偷约
会的黎族少年，也会遇见蹦蹦跳跳的
超级马里奥……一面面清新活泼而又
惟妙惟肖的墙体彩绘，就像散布在城
市里的巧克力糖果，让每个街角都充
满惊喜。在某个拐角处，你甚至还会
偶遇一栋如童话般的彩虹房，七道彩
色的光束层层环绕爬上屋顶，让人仿
若跌入了一场斑斓的梦境。
如果说彩虹是城市里的一道乡
愁，那在琼中，便可处处与彩虹撞个
满怀。

作为全省生态核心保护区，
“ 绿色”曾
是琼中最浓烈的色彩。可由于城市规划布
局不合理、城市设施配套建设欠账太多，曾
让琼中的城镇风貌和人居环境大打折扣。
如何重新激活城市空间，提升城市整体品
质，成为摆在琼中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
重要课题。
变化始于 2014 年底，琼中以“城景合
一、产观一体、山水互动、黎苗风情、功能完
善、绿色低碳”的生态县城建设理念，将城
市升级改造作为提升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
突破口，启动总长约 5.85 公里，总投资约
2.2 亿元的海榆大道功能提升和沿街建筑
物立面改造工程。

在对临街建筑外立面进行二次改造
时，琼中创造性地提出“第五立面”概念，将
黎族船型屋从地面搬至临街建筑顶部，并
加入墙体彩绘等现代化元素，形成独具特
色的
“后黎苗”建筑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与立面改造同步进行的是对城市基础
设施的“补课”。根据城市脉络、地形，控制
城市绿地、湿地等比例，琼中预留各类管廊
发展空间，超前规划立体停车场、地下管
网等市政设施，让这个昔日沉寂黯淡的小
县城焕发出令人振奋的新气象。
这个春天，当你来到这座小城，定会发
现如今的琼中呈现出丰富而和谐的城市建
筑色彩，正轻轻地拨动着你心底的那根弦。

三亚
织黎锦、学古筝、唱琼剧……三亚群众艺术馆打造“文化会客厅”

10 余个艺术培训班今年免费报名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谭琦）织
黎锦、画彩雕、学古筝、唱琼剧……三亚
群众艺术馆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让人眼花
缭乱。19 日上午，三亚群众艺术馆正式开
馆，丰富的节目和多样的培训内容吸引许
多市民前来一探究竟。“未来场馆内还会有
多达 10 余项的文化培训，市民都可以免费
学习。”三亚群众艺术馆副馆长李志云说，
三亚群众艺术馆的正式落成使用，也终结
了三亚没有独立文化馆舍的历史。

废旧纸张“变身”艺术品
“这个真好玩。”在三亚群众艺术馆二
楼的展厅外，三亚第三小学 4 年级的马浩
正在体验彩雕的制作，三亚技师学院的 6
个学生正在桌子前教市民怎么制作彩雕作
品。“这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是不是用水泥
雕刻？”许多第一次看到彩雕的市民都发出

了这样的疑问。
“彩雕是彩绘雕饰画，是黎族文化的一
种新的表现形式。”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吴
遇桢介绍道，彩雕利用废纸作为主材，加
入泥灰、乳胶混合成粘土，在合板上制成
浮雕，用刻刀雕刻出细节后再以丙烯着
色，刻画出色彩鲜艳的纹样。
在展示区，有各式各样的彩雕作品，
这些彩雕画作大多以海南地域文化、黎族
人民生产生活的场景为元素，围绕妇女服
饰、黎族四大工艺纺染织绣、海南热带风
光、黎族船形屋等主题进行创作。“我希望
更多的人了解彩雕这项艺术，日后我们也
将在馆内开设免费的培训班。”吴遇桢希望
通过三亚群众艺术馆的平台，传播彩雕这
门技艺。

10 余个艺术培训班将免费开课

“三亚群众艺术馆除了对三亚市 10 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传承和保护以
外，每年还会对市民进行免费的文艺培
训。”三亚群总艺术馆副馆长李志云介绍
道，三亚群众艺术馆主要是一个以开展社
会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辅
导群众文化艺术、娱乐活动的综合性活动
场所。
目前，三亚群众艺术馆已经开设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工作室、古筝培训室、
合唱培训室等，“今年我们还有 10 多个培
训将开课，市民可免费报名学习。”李志云
说，三亚群众艺术馆每年都会制定相应的
培训，主要有古筝、琼剧、美术、钢琴、
书法、摄影等，届时将会在三亚群众艺术
馆的网站上进行公开报名，市民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的培训班，所有的培
训项目免费对市民开放报名。

亚龙湾举办首届专场招聘会

142 家企业提供 1500 个工作岗位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谭琦）
“你如果愿意，周一就可以签合同开始上
班。”18 日上午，亚龙湾片区内百余家企
业及品牌在壹号小镇奥特莱斯内举行专场
招聘会，海南一连锁特产商店的人事经理
向一名应聘者伸出了橄榄枝。据了解，本
场招聘会提供 1500 个岗位，其中经营管理
类职位约 300 个，劳动力就业岗位 1200
个。

在一家海南连锁特产商店的招聘处，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的毕业生王翔对销售的
岗位兴趣十足，在询问了工作的内容和待
遇等信息后，王翔投出了第一份简历。“我
毕业了半年多了，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份工
作减轻家里的负担。”王翔家住在亚龙湾六
盘村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型招聘会。
在经过了人事经理的现场面试后，王翔得
到了这个销售的工作岗位，“他说我最快周

一就能上班了。
”王翔高兴地说。
本次招聘盛会由亚龙湾管委会及三亚
市人社局联合主办，奥特莱斯内 100 多家
品牌、湾内各酒店、各景区共 142 家企业
参与招聘，主要面对亚龙湾片区内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被征地农民、妇女富余劳动
力、高校毕业生等待业人群的实际情况，
提供逾 1500 个优质岗位，其中经营管理岗
位 300 个，劳动力岗位 1200 个。

俄罗斯飞三亚游客量暴增

三条直飞三亚航线
将更换大飞机

南国都市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王
天宇）受三亚良好的旅游环境吸引和三
亚境外促销及航班补贴政策的利好刺
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涌入三
亚，导致俄罗斯多条直飞三亚航班供
不应求。近日，记者从叶卡捷琳堡旅
游专场推介会上获悉，从今年下半年
开始，俄罗斯 TEZTOUR 旅游集团计
划把叶卡捷琳堡——三亚、新西伯利
亚 —— 三 亚 、 克 拉 斯 诺 那 亚 勒 克 斯
—— 三 亚 等 三 条 直 达 航 线 换 上 大 飞
机，将原来执飞的波音 757 换成空中巴
士 300，每周向三亚输送游客量增加五
六百人。
据了解，俄罗斯曾是海南的重要
境外客源地之一，近年来，受经济环
境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到海南的游客
量不断下滑，从 2011 年的峰值 22.76
万人次跌至 2015 年的 3.74 万人次，并
出现俄罗斯直航海南班机全部中断的
断流情况。为重燃俄语系市场的火
爆，三亚市政府组织旅行社多次到俄
罗斯推介，并推出利好政策，对执飞
亚洲航线和洲际航线的航班给予入境
境外旅客量补贴，对持续开发俄语区
市场的旅行社给予奖励。同时，三亚
的旅游硬件、软件配套设施逐步趋于
成熟和完善，尤其是“双修”建设的
有序推进，让三亚越来越具有魅力，
也越来越吸引国际游客的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