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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特别关注

一场
“天籁”盛宴即将登场！
10 月 17 日，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
成果展演暨颁奖晚会将在海南省歌舞剧
院举行。
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活动自今年 7
月 22 日正式启动以来，
通过组织开展海南
少儿民歌大赛、
少儿民歌创作采风、
少儿民
歌大讲堂等系列主题活动，受到了全国各
地广泛关注与参与，挖掘和培养了一批优
秀的时代文艺“好苗子”，并收获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 100 余首原创少儿民歌作品。
据介绍，此次晚会将分为小小红心咏
向党、小小少年踏歌来、最美旋律唱故乡、
薪火咏传中国梦四个篇章，以歌舞剧的表
现形式串联表演，现场不仅能看到海南少

儿大赛优秀小选手表演，还有《唱支山歌
给党听》歌曲合唱，以及《久久不见久久
见》、
《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海南本土经典
民歌在舞台上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南少儿民歌大赛
中获奖的原创少儿民歌，也将在当晚舞台
首次唱响。在海南少儿民歌大赛中获奖
的选手，将在观众的见证下登台领奖。
据悉，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开展
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
动之一，
“唱支山歌给党听·小小红心咏向
党”——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活动由文
化和旅游部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和海南省教育厅联合承办。

海南音乐人原创歌曲

献给“家乡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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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票攻略
为回馈广大网友、读者，即日起活
动将推出赠票活动，扫描二维码入群即
可免费获得 17 日颁奖晚会门票。数量
有限，赠完为止。
免费领票方式：扫描下方海报二维
码进群，接龙领票。
1、领 取 时 间 ：10 月 17 日 当 日 19：
00-19：
30（演出前 1 小时-演出开始前半
小时，凭领票记录在海南省歌舞剧院，
活动组委会兑票处领取门票兑换券，再
凭兑换券到售票窗口兑换门票。数量
有限，先到先领，发完为止，领票后根据
票面座位号信息有序入座；
2、观 演 票 严 禁 买 卖 、严 禁 有 偿 转
让。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家长勿单独让
儿童独自一人入场观演；
3、所有观众需佩戴口罩，听从现场
工作人员指引，持演出门票，查验健康
码和体温有序入场，隔空落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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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颁奖晚会
码上锁定

下载新海南
客户端或关注南
海网视频号、
南国
都市报抖音号、
南
国学堂视频号，
颁
奖晚会届时将同
步直播。

扫码免费领票

码上看原创歌曲
《家乡的歌》MV

机车遇上民族文化

先

会有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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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民族历史文化

10 月 15 日，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来了
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身穿机车战服，踏
着炫酷的机车奔驰而来。2021 年海南机
车节的 200 多名骑行爱好者参观省民族
博物馆，了解海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位于五指山市，馆
内分为海南民族历史文化陈列、海南民族
纺织文化陈列、海南民族艺术陈列三个展
馆，主要研究海南岛历史和黎、苗、回等民
族的传统文化，是海南省民族学、民俗学
重要的研究基地，也是海南少数民族文化
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些文物就像一部纪录片，宏伟而
又细致地展示了海南黎族、苗族、回族人
民的生活习俗、人文风情。”来自长沙骑友
李先生说。
据悉，2021 海南机车节由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和海南省公安厅交
通警察总队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海南省摩托车运动协会、海口市摩托车运
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码上了解机车节
最新资讯

骑友们在海
南

近日，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活
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吸引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民歌”这类原本相对冷门
的曲风以高热度回归人们视线。海
南少儿民歌大赛作品类征集启动后，
原创作品佳作不断传来。其中，原创
歌曲《家乡的歌》新颖、动听，斩获海
南少儿民歌大赛作品创作的金奖。
由资深导演、音乐制作人刘海作
词，海口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蔡先民
作曲的原创作品《家乡的歌》，将海南
人文风情、革命故事、民族文化融会
贯通，一曲歌婉转动听，唱出了游子
对家乡的思念与依赖，讲述了“家乡
的歌”在童年时带来欢乐，在成长时
鼓舞前行。
《家乡的歌》不仅多处体现海南地
标，
还融入了民族文化。几句黎族民歌，
拉开了歌曲的前调，
勾起人们对少数民
族生活的畅想，
以及对家乡的思念。
蔡先民告诉记者，为深入挖掘海
南本土特色，此前，他曾探访琼中、白
沙等地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先民与刘
海合作多年，彼此对歌曲创作十分有
默契，
两人商议后，
便找到省级传承人
王进明。
王进明是琼中民间舞编导和民
间歌手。听说原创歌曲要融入黎族
民谣，王进明欣喜万分，热心地把歌
词写下来，逐字逐句地传授唱法。于
是，便有了《家乡的歌》前奏部分。
目前，
《家乡的歌》MV 将在南海
网、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微信公众
号、
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南海网抖
音号、
南国都市报抖音号、
南海网视频
号、南国都市报视频号、南海网微博、
南国都市报微博等平台同步推出。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记者 苏靓）

省民族博物

馆门前合影
。

动协会、海南哈雷 HOG 车主会协办，
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海口宝龙城、
绿地控股集团海南事业部、金盛达广场、
RELX 悦刻、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为支持单位，中国人民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提供
独家保险赞助，
椰树集团提供饮料赞助。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
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万宁：
1888 999 1110

。
省民族博物馆

骑友参观海南

品尝民族特色美食
一张张芭蕉叶点缀，一道道
美食诱人。10 月 15 日晚，2021
年海南机车节的 200 多名骑行爱
好者抵达五指山毛纳村，五指山
专门推出特色黎族长桌宴，以古
老的饮食文化、诚挚的感情招待
远道而来的客人。
长桌宴是黎族同胞招待客人
的一种隆重宴席仪式。长桌面铺
上芭蕉叶，用上大竹筒劈开一半
来装菜和汤，粽子叶装上菜，喝
酒杯用小竹筒代替，原汁原味地
展现出黎族传统的美食文化。
骑友们现场品尝五指山五脚
猪、小黄牛、蚂蚁鸡等美味佳
肴。别具一格的摆盘方式、色香
味俱全的佳肴吸引了骑友们拿出
手机、相机拍摄留念。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 记者 陈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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