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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钙立速杯”第四届国际旅
游岛帆板大奖赛总决赛昨晚在海口收
帆。举办了4年的比赛让不少国内外
的帆友感受到了在海南驾帆的乐趣。
最近两年，国内外帆友“带着帆板来海
南旅游”成为时尚。这其中，国际旅游
岛帆板大奖赛组委会功不可没。

大赛培育帆板市场
本届比赛是纯业余性质的较量，

参赛的帆友都是地地道道的业余爱好
者，组委会规定不能有任何专业训练
经历的帆友参加本次比赛。

本次比赛组委会技术官员杨毅光
表示，此举看似“不近人情”，其实是
为了推动帆船帆板运动的发展和普
及。帆船帆板项目是“小众运动”，前
些年，我国玩帆船帆板的大都是些专
业选手。只有帆板“发烧友”的人数增
多了，把这项运动变成了大众运动，才
会出现“带着帆板来海南旅游”的情
况。海南的环境得天独厚，是玩帆船
帆板的天堂，帆板又是一项时尚和健
康的运动。让初学者下海体验一次帆
船帆板运动后，喜欢上它，成为生活的

一部分。通过国际旅游岛帆板系列大
奖赛的举办，海南正在成为国内外帆
友向往的地方。

杨毅光认为，国际旅游岛帆板系
列大奖赛举办了4届，还在省外举行了
推广赛，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人玩帆船
帆板，通过举办比赛培育市场的目的初
步达到了。今年报名参加比赛的人数
激增，超过200人，但由于接待能力和
安全等方面的原因，组委会把参赛人数
控制在200人以内。

来海南玩帆旅游两不误
2017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结束了，但对于不少省外的帆友来说，
经历了两周的激烈比赛后，他们这才
开启了在海南的“帆板旅游”。

云南有两家帆板业余俱乐部，这

次三叶虫帆船帆板协会派出13名帆
友来海南比赛。该协会的负责人吴学
能透露，这次他们第一次来海南参加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比赛组织得
很好，堪称一流，国内外不少高手先后
在三亚和海口同场竞技，帆友们收获
颇丰。在吴学能眼中，海南真是个玩
帆的好地方，海上的风和浪“很给
力”。“我们云南就没有像海南这样的
风和浪，云南目前有200多名帆友，大
约有近一半人这两年多次来海南玩
帆。”他说。

在海南比赛的半个月里，吴学能
天天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炫耀”在海南
玩帆。他说：“看了照片后，很多朋友
都在追问我这是在哪里拍的。”比赛结
束后，吴学能和他的伙伴们舍不得离
开海南。今天他们一行13人带着帆

板奔赴三亚亚龙湾，“我们打算在亚龙
湾住十天半个月，一边玩帆，一边在三
亚享受阳光和美景。”他说。

帆升航海俱乐部负责人曾龙辉参
加了4届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是
这项比赛的常客。他说，这项比赛在
国内帆友中影响较大，对提高海南的
知名度帮助不小。这几年，他组织过
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帆板发烧友
来海南玩帆。他说：“每次这些外国帆
友至少要在海南呆半个月以上，要分
别在海口、文昌、三亚、东方等沿海市
县的海域驾帆游玩。”

曾龙辉透露，深圳的帆友来海南
玩帆经常是拖家带口，在海口三亚等
地一住就是十几天。玩完帆，一家人
驾车在海口周边旅游，感受海南的椰
风海韵。

玩帆的门槛低了
“通过几年的发展，海南玩帆的人

越来越多。去年，光在我这个俱乐部接
触过帆板的本地爱好者就有近千人。”
海南风帆俱乐部负责人杜修扬说。

杜修扬认为，这几年国家大力提
倡全民健身运动，帆船帆板项目很适
合全民健身，它无动力，又环保。目前
一套帆船器材和服装的费用大约在
1.5万元左右，比前几年降了不少。如
果你暂时不愿意买帆板，还可以在俱
乐部租借，海南有6家帆板俱乐部，其
中海口4家。海南的帆板俱乐部普遍
实行会员制，一个月花200多元，就能
体验下海驾帆的乐趣。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举办四届，影响力增大，吸引国内外帆友参赛

带着帆板来海南旅游成时尚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总决赛海口西海岸收帆

黑龙江帆协夺团体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4天

的角逐，“钙立速杯”2017第四届国际
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总决赛19日在海
口西海岸收帆。黑龙江省帆协获得男
子公开级团体赛冠军。

获得公开级场地赛青少年组前3
名的分别是金旻宇、郝天一和孙鑫
淼。获得公开级场地赛女子组前3名
的分别是霍宇欣、陈露露和谢其安。
孔德龙获得公开级场地赛男子组冠
军，陈坚获得亚军。孔德龙获得男子
公开级对抗赛冠军，陈翔获亚军。孔
德龙获得男子公开级障碍赛冠军，党
国生获得亚军，马来西亚的 Goh
Chyn Tak获得季军。

本次大奖赛分为场地赛、团体
赛、对抗赛、障碍赛，其中场地赛设男
子组、女子组以及青少年组。比赛难
度有所增加，竞赛体系逐步与国际接
轨。比赛吸引了国内外近20家帆板

俱乐部的近200名选手参加。三亚
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
立表示，赞助本次比赛也是换一种方
式推动海南的全民健身运动。海南
发展帆板运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通过赞助本次比赛，希望能有更多的
海南本土帆板“发烧友”喜欢上这项
运动。

海口西海岸每年都吸引众多国
内外帆船运动员和爱好者前来训
练。近年来，海南着力推进海上运动
发展，海口西海岸为帆板等项目的海
上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及
安全保障。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的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帆板爱好
者参加，促进了体育产业与全域旅游
的深度融合。

本次赛事由省文体厅、海口市人民
政府主办，省体育赛事中心等单位承
办，海南中体联合赛事有限公司运营。

海南控股举办
首届职工运动会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王晋）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第一届职工
运动会前天在海口开幕，来自海南控股总部以
及8家直属二级子公司代表队在5个项目上展
开角逐。

据悉，本次运动会的举办，旨在进一步激发海
南控股系统职工团结拼搏的劳动热情，提升企业
文化，展示职工风采，增强职工体质，推动全民健
身活动更加广泛深入开展，促进公司各项事业的
全面发展。

本次运动会设有趣味运动赛、五人制足球
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篮球赛共 5个项目。
开幕当天首先举行的是趣味运动比赛，共设拔
河比赛、齐心协力、足篮同运、足球蹦蹦跳、同
肩并进等项目。

广告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十二

阳台火灾防范阳台火灾防范
火灾隐患火灾隐患：：

把阳台当做把阳台当做““杂物间杂物间””是一种危险的是一种危险的

做法做法。。部分杂物如部分杂物如：：旧家具旧家具、、旧报纸旧报纸、、纸盒纸盒

箱箱、、泡沫箱泡沫箱、、木头木头，，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一旦一旦

遭遇烟头遭遇烟头、、烟花等明火烟花等明火，，可能引起火灾可能引起火灾。。

如何防范如何防范：：

尽量不要在阳台放置可燃物尽量不要在阳台放置可燃物，，如放如放

置置，，应做好防火保护应做好防火保护；；家中长期无人时家中长期无人时，，建建

议将阳台清理干净议将阳台清理干净，，关闭阳台与室内之间关闭阳台与室内之间

的门窗后再离开的门窗后再离开，，最好请邻居帮忙照看最好请邻居帮忙照看，，初初

期火灾如果能被及时发现期火灾如果能被及时发现，，会在一定程度会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损失上减少损失。。

火灾火灾隐隐患患：：

安装防盗窗安装防盗窗，，可防止有人从室外非法可防止有人从室外非法

进入进入，，但同时封闭的防盗窗也阻挡了火灾但同时封闭的防盗窗也阻挡了火灾

发生时室内住户从窗户向外逃生的通道发生时室内住户从窗户向外逃生的通道，，

也给消防员从窗口救援设置了障碍也给消防员从窗口救援设置了障碍。。

如何防范如何防范：：

居民安装防盗窗需理性居民安装防盗窗需理性。。如果楼层较如果楼层较

高高，，不必要安装的情况下尽量不安装不必要安装的情况下尽量不安装。。即使即使

安装安装，，也要安装带有逃生门的防盗窗也要安装带有逃生门的防盗窗，，如果如果

想兼顾安全和美观想兼顾安全和美观，，新型的隐形防盗窗和新型的隐形防盗窗和

推拉防盗窗都是不错的选择推拉防盗窗都是不错的选择。。总之总之，，设置要设置要

方便关键时刻室内人员疏散逃生和便于消方便关键时刻室内人员疏散逃生和便于消

防人员使用登高设备解救被困人员防人员使用登高设备解救被困人员。。窗口窗口

附近不要堆积物品附近不要堆积物品，，确保畅通确保畅通。。

防盗窗 杂物

荐《特区文摘》畅游海南岛
尊敬的广大读者，转眼间又到一年金秋

时节，《特区文摘》也迎来了创刊23周年华
诞。回首往昔，是您们的关怀和厚爱，让《特
区文摘》由一份默默无名的小报，茁壮成长为
今天发行覆盖全国，在文摘类报刊中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纸媒。对广大读者长期的支持我
们深表感谢！

为了答谢广大读者的关爱，让更多的新
读者了解、阅读到《特区文摘》，为此，我们开
展这次读者荐报活动，请您将手中的《特区文
摘》给您的同事、朋友、亲戚、邻里之间相互传
阅，并请大家一同订阅2018年度《特区文摘》

（邮发代号83—30）。在您自己已订阅2018
年我报的基础上，连同在此次荐报活动中您
所推荐新增加的订户的订报收据（复印件有
效）一起寄给我报，所有参加此次荐报的读
者，将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励。

此次活动，对于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一
份以上者给予抽奖资格，其中，设一等奖三
名，奖金各1000元，设二等奖五名，奖金各
800元，设三等奖十名，奖金各500元。

推荐新增加我报订户三份（含三份）以
上者，还有机会参与特等奖抽奖，此次活动
设特等奖三名，奖励“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
对于本次读者荐报活动中，荐报最多的

读者，我们将给予“双人五天海南豪华游（或
等值奖金）”的特别奖励，并邀请到本报做
客。

另外，为了进一步答谢所有的新老读
者，我们将对2018年度《特区文摘》所有订
户给予幸运抽奖奖励。凡2018年度我报订
户，请将订报收据（复印件有效）寄至我报，
我们将随机抽取50名幸运读者，免费赠阅
《特区文摘》一年。

特区文摘报社

海南省五子棋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卫小林）海南

省五子棋运动协会成立大会昨天下午在海口举
行，冷辉君当选会长。

成立大会报告了省五子棋运动协会筹备工作
情况，并选举出协会第一届领导机构，冷辉君当选
会长，陈华当选监事长。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五子棋协会，我省五子棋
协会在海口市南宝路设置有图书阅览室、影像
室、会议室、接待室、活动厅、休闲吧等办公场
所，对于协会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协会各项职
能，推动群众智力运动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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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运动会国象赛结束

儋州队获一银一铜
本报讯 第一届北部湾城市运动会棋类比赛

近日在广东湛江落幕，儋州市代表获得了团体总
分第4名。

来自儋州、玉林、北海、湛江等 10市的 53
名运动员参赛。棋类比赛的竞赛项目包括象
棋、围棋和国际象棋，各个项目均设男子组和
女子组。

儋州队派出了 4 人参加国际象棋比赛。
最终，儋州队的杨小丽荣获女子组亚军及个人
体育道德风尚奖，陈逢赞荣获男子组第三名，
陈侯博荣获男子组第四名，谢家淑荣获女子组
第四名。

（周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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