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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婧

“我村的中秋节庙会好热闹！”
24日晚7时，首届三亚海棠湾古镇
庙会的高潮，是后海村海边的晚会；
黑压压的观众群里最惹眼的，是头
戴花环的澳大利亚女子兰丽檀。他
们一家三口选择此地，度过了在中
国的首个中秋节。五彩斑斓的夜，
穿越古今的秀，还有地方特色的文
化符号，都成为她镜头下的美，在微
信、微博中流传。

明月逐人，暗夜流光，古镇庙会

吸引了上千观众汇聚，从后海村口的
灯笼阵，绵延到海边的晚会舞台。沿
街而下，人群摩肩接踵，时光邮局、街
头表演、古镇灯谜、童年游戏、儿童文
创、疍家集市、古迹沙盘、海棠湾特色
小吃展等等体验活动，组合出一幅全
域皆旅游的“庙会画卷”。

“昨天和今天，我们都来这里逛
庙会，才发现中秋文化这么丰富，
现场这么热闹，我们玩得很开心，
太想跟朋友们分享啦！”兰丽檀兴
奋地说。7岁的女儿小莲，在儿童
文创街玩得不亦乐乎，不仅结识了

当地的黎族小朋友，穿上了粉红花
花的儿童旗袍，还创作了一幅充满
童趣的彩笔画，表达属于她的中秋
印象。

因工作来到三亚海棠湾，在后海
村居住了一年的兰丽檀，喜欢称呼这
里为“我村”。在时隔64年之后再次
开启的海棠湾古镇庙会现场，当地村
民和她一样，也充满了新鲜感。

“以前的中秋我们都是在家吃
月饼，或者到海边赏月，今年是大家
第一次体验到庙会形式的中秋节。”
海棠湾藤桥片区居民卢家娜带着孩

子来逛庙会，一路见到不少熟人，同
时也惊喜不断，“滕海、北山、江林等
村的朋友都来这里，表演节目的，卖
特色小吃的，逛庙会的，大家才发
现，原来我们的家乡有这么多年历
史，这么多地方特色文化，突然倍感
自豪！”

红火喜庆的佳节集市，铺陈在后
海村北，宁静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英敦
贝丘遗址，就躺在后海村南。蓝丝绒
一样的夜空里，明月高悬，静静照着
大地。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入夜，月光洒在43岁的贫困村
民薛启瑞脸上。

今天是中秋节，但儋州市峨蔓镇
长荣村上坊村民小组却显得很安静，
少了几分佳节应有的团圆气氛。

“儿子明天要上课，一早就赶回
那大了，女儿在三亚打工，都好着
呢。”独自在家的薛启瑞并未显得感
伤，孩子的工作学习都在正轨上，无

需他过多操心。
上坊是个典型的穷村子，人均耕

地面积少，作物种下去也难有好收
成。在这样的状况下，年轻人纷纷外
出打拼，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中秋
应有的团聚习俗，在上坊便显得有些
无关紧要。

“倒是小杜，希望他能多陪陪家
人。”薛启瑞口里的小杜，是儋州市商
务局派驻长荣村的扶贫专干杜伟。

自7月派驻进村以来，杜伟作为

薛启瑞的帮扶责任人，薛启瑞女儿的
外出务工补贴、儿子上学的生活补
助，以及加入产业合作社的各项手
续，全都由他一人负责办理。与村民
吃住在一起，家在那大的杜伟甚少有
机会回去陪陪家人。

“我腿脚不方便，没有劳动能力，
普通话也不会说，要不是小杜用心，
我自己哪知道怎么办。”薛启瑞说。
这栋去年在驻村干部帮助下装修完
的平顶房，代替了以往顶不住风挡不

了雨的危房。
“帮助过我的干部，我都记着，今

天是他们团聚的日子，可别惦记村
里。”薛启瑞笑着说，他知道中秋一
过，仅仅离开两天的扶贫干部们又会
回到村里，帮着村民们发展产业、申
请福利。对于这些家人长时间不在
身边的贫困村民而言，驻村的扶贫干
部们就像是亲人一样，而村民们也更
希望他们能够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本报那大9月24日电）

儋州市峨蔓镇长荣村贫困村民薛启瑞：

驻村干部是亲人

澳大利亚友人兰丽檀感受三亚海棠湾古镇庙会

红火喜庆美滋滋

海口市民公园海边赏月

荷塘月色乐融融

■ 本报记者 丁平

9月 24日晚7时，琼海市石
壁镇水口仔村村委会办公室，驻
村第一书记李敏正忙着整理槟榔
产业的调研材料。

咚咚咚！有人敲门。打开
门，原来是村民坟盘忠过来邀请
李敏一起赏月吃月饼，“书记你
一个人在这，一起吃月饼吧！”

“谢谢老乡，不了，我一会儿
还有工作要忙。”李敏回答。

坟盘忠很是心疼，“不早了，
忙完赶紧回吧。”

李敏这下拿起手机看了看时
间，发现微信里妈妈发来多条祝
福短信。“扶贫工作一天也不能耽
搁，今年中秋不回家，就在村里
了。”李敏说。

李敏是琼海市安监局的一
名科员，2015年 7月，他到水口
仔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2018年
2月任石壁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兼任驻村工作队长。驻村后，李
敏把临时的家安在了村里，通过
入户走访、开座谈会、实地考察
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村情调研，明
确了产业扶贫方向。李敏结合
苗族村的现状和特点，引进项
目，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因地制宜打造本村黑山羊
养殖产业。此外，李敏还联系市
里的帮扶单位给贫困户建猪舍、
建鸡棚，帮助贫困户发展养猪、
养鸡、养羊业等。

合上电脑，给妈妈打了一个
问候电话，李敏又出门了解贫困
家庭槟榔产业、孩子上学、危房改
造等情况。

来到脱贫巩固户邓阿三的
家，邓阿三正在修建的房子过
中秋。还没等李敏开口，邓阿
三就迎了上来，“孩子很好，家
里也都挺好，感谢政府的关
心！”

谈话间，邓阿三透露，他害怕
槟榔会得黄化病，李敏听后立即
认真地在本上记录着。

“针对他的担心，我们再研
究下一步的帮扶计划。”出来
后，李敏继续奔赴下一个贫困
户家中。

李敏说：“我做得还不够，我
就是想把这个村建得更好，为村
民做一点实事。”

（本报嘉积9月24日电）

琼海市水口仔村驻村第一
书记中秋夜访贫困家庭：

为民办事一桩桩

9月24日，琼海市博鳌海滨，市民游客在赏月。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9月23日，海口一家超市，市民在
挑选购买散装月饼。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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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皓月当空，天朗气清，正是赏月
良机。

海南日报记者 24日晚走访发
现，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万绿
园、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等地，中秋
节当晚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携亲伴
友、席地而坐、推杯换盏，在美丽夜景
中庆祝中秋佳节。

树木葱茏、步道蜿蜒、空气清
新，建成还不到一年的海口美舍河
凤翔湿地公园成了周边市民赏月的
新去处。晚上7时，公园的停车场

已经停得满满当当，门口马路两侧
也排起了长龙。走进公园，清风徐
徐，耳边蝉鸣声、蛙声不绝于耳；椰
子树在射灯的照耀下，显得愈发挺
拔秀丽；凤翔河畔，梯田“陇”上行，
睡莲悄然绽放，荷塘月色掩映，一片
流光溢彩。

在凤翔湿地公园的阳光草坪
上，市民、游客把桌布铺在地上，拿
出准备好的月饼、水果、糕点、饮料
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景赏月，
品尝美食，其乐融融。“我家住在滨
江路，今天特地开车带着老伴、女
儿、女婿、外孙一起来凤翔湿地公园

赏月。以前我们都是去海边过节，
今年看到凤翔湿地公园建好，所以
特意来这里过中秋。”坐在草地上逗
外孙的郭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凤翔湿地公园场地空旷，视野开阔，
环境优美，特别适合赏月，“有了好
的环境，赏月也变得更加惬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海
边的月亮似乎更圆、更亮、更美，所
以每年中秋，假日海滩、西秀海滩都
是热门赏月点。市民们在海滩自由
漫步，感受海天一色的美景。有的
和亲朋好友结伴而来，喝着啤酒、吃
着烧烤、吹着海风，享受这美妙的中

秋团圆夜。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海
滩上，海口市民符女士正和几位刚
认识的朋友一起聊天、赏月。“我们
几个都是今天来到假日海滩赏月后
认识的，有海口本地人，也有外来务
工人员，一起举杯，共度中秋佳节。”
符女士笑着说。

视野开阔的万绿园，今晚同样
是热闹非凡，节日气氛浓烈。公园
挂起了红灯笼，显得喜庆欢快。草
坪上，孩子们戴上荧光闪闪的头
饰，踢球、奔跑、放风筝、吹泡泡，如
同一个个欢快的“精灵”。成年人
或在月下漫步，或在草地上围坐，

闲谈赏月、畅谈欢歌，享受这难得
的放松时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万绿园对
面的商业大楼上都“穿”上了绚丽多
彩的灯光“晚礼服”，“中秋快乐”，椰
子树、飞鸟的字样和图案来回闪烁、
变幻。看到流光溢彩的灯光秀，海
口市民陈小姐满脸兴奋，立刻用手
机拍下，发到了朋友圈。“每次到节
假日，海口都根据不同主题设置不
同的灯光秀，不仅扮靓了海口的夜
景，更让市民、游客豪情满满，真心
希望海口能够越来越美。”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

省博物馆
超5000人次
参加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尤梦瑜）9
月22日至24日，省博物馆举办一系列丰富
有趣的文化体验活动，引得参观者积极参
与。3 天来，省博物馆参观人次过万，超
5000人次参加文化体验活动。

9月24日下午，省博物馆“攀丹书院”前
笑声不断，制作粘土月饼、纸灯的手工小课
堂一节接一节地开启，家长和孩子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全神贯注地做起手工活。“做月饼、
做纸灯笼，既简单又有趣，短短一节手工课
不仅让我们好好享受了亲子时光，也让孩子
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很有意
义。”一位家长邹女士说。

在琼工坊中，海南碳画传承人韩翠琼
坐在画架前认真地创作着，相邻的展区里，
椰雕手工艺人、剪纸手工艺人也在展示海
南非遗技艺，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观赏。

琼中
奔格内乡村音乐庆中秋

本报营根9月24日电 （记者郭畅）月
满中秋，乐聚琼中。9月24日晚，以“出逃
到琼中”为主题的2018奔格内乡村音乐节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云湖乡村旅游度假
区开幕，老牌乐队零点乐队、歌手顾莉雅等
多位演艺明星陪伴现场近3000余人欢度
中秋节。

黎家歌手阿侬子黎和外籍乐队，带来海
岛民谣和乡村民谣的碰撞新体验；歌手顾莉
雅以隽永歌声传递着丝丝家国情；更有琼中
知青温情献唱，以一曲“那些花儿”倾诉往昔
岁月，带领现场观众感受老一辈的青春记
忆；最后压轴登场的零点乐队，将现场气氛
带向高潮，当一曲曲经典曲目在舞台上响起
时，现场观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活动现场，“伙伴奔逃足球”“黎苗乐淘
市集”“越野汽车车顶卡拉ok”“大型主题互
动气球”等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观众在“伙伴
奔逃足球”中肆意奔跑，感受足球运动激情，
穿梭在“黎苗乐淘市集”中，畅享舌尖美食。
活动主办方还准备了数千份音乐节定制礼
品，为现场观众送上惊喜。

白沙
“超级月亮”与民同乐

本报牙叉9月24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筱雅）9月23日晚，2018白沙“同望一盏
月，同是一家人”中秋节活动启幕，一轮超大
的“圆月”照亮了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公园，
身着古装的“嫦娥”“玉兔”“猪八戒”“吴刚”

“杨戬”等一齐上阵，摆出各种姿势与市民、
游客们合影，一起庆祝中秋，活动现场显得
热闹非凡。

据活动承办方介绍，这个“超级月亮”
直径足有3米，它是用充气皮球和灯光做成
月亮模型，周围摆放着10个小月亮、10个
小白兔，把“超级月亮”衬托得更加夺目。
在灯笼彩绘活动现场，小朋友们拿起画笔
在灯笼上写上“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等
祝福语。在指尖技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用橡皮泥捏出各种造型的小兔子，立即吸
引了小朋友的参与。在猜灯谜现场，市民
和小朋友互相商量，或请求外援猜出了各
种谜底。在月饼品尝活动中，市民尽情品
尝着各种口味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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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技师学院机械系教师韩轩轩：

技能让他人生更加精彩关注2018年海南青年技能典型人才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
技能，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现为
海南省技师学院机械系教师的韩轩
轩说。

2018 年 6 月 28 日 ，在 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上，韩轩
轩 入 选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国 家 集 训
队。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
能奥林匹克”，是目前技能界的最
高殿堂。

学习技能 迅速成长

韩轩轩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普通的
家庭，上初中的时候，沉迷游戏的他无心
求学，甚至产生了放弃读书的念头……

2014年，韩轩轩进入海南省技师学
院，被学校浓厚的技能学习氛围深深感
染。在老师的引导下，他认识到学习技
能一样可以改变人生，活出精彩！

他立志要努力改变自己。2014年，
他通过层层选拔入选到数控铣集训队，
进入机械系数控系竞赛班。为学好数控
铣加工技术，他自己找图纸画图，虚心请
教，反复练习，在老师及同学的帮助下迅
速成长，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刻苦钻研 全力拼搏

“敢于思考，勤学多练，只有这样才

能让自己进步，才能超越自我，战胜困
难。”韩轩轩说。

2016年韩轩轩全身心投入到了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赛事
中。世赛的集训特别辛苦，他每天起
早贪黑，全身心投入到比赛训练中
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他在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赛区数控铣项目
中以第 7 名的好成绩入选国家集训
队。

走过艰辛 屡创佳绩

获得佳绩的韩轩轩，并没有在提升技
能的路上止步。就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
赛中国选拔赛结束的第二天，他便开始了
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的征程。为
在比赛中获取好成绩，他制定详细的计划，
开始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训练。2016年
11月，韩轩轩在第七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

数控铣教师组项目中获全国第一名。
由于在技能上屡创佳绩，韩轩轩

2017年3月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
号，2017年9月获得“天涯工匠”荣誉称
号，2017年10月获得“海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

韩轩轩说：“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勤
学苦练，就一定可以超越自我；只要有一
颗拼搏的心加上不懈的努力，成功就会
离你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