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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尤梦瑜
实习生 钟南

“先把墨涂在雕版上，把宣纸覆盖
在上面，再用毛刷轻轻刷一下，这样图
案就印在宣纸上了。”2月9日上午，省
图书馆一楼，“福”字石刻拓印体验区，
在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盛情邀请下，
来自天津杨柳青镇游客刘思（化名）临
时当起了志愿者，引导游客、市民体验

“福”字拓印。
“我们一家三口来海南过年，平常

闲着没事就想来逛逛图书馆、博物馆，
没想到刚好碰上拓印体验活动，太赞
了。”刘思是个传统文化爱好者，对拓
印并不陌生，她觉得这样有趣的活动
不仅使她结交了许多对拓印感兴趣的
新朋友，也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海口
浓浓的“年味儿”。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
间，除了组织“福”字石刻拓印体验活
动外，省图书馆还举办了新春楹联
展、我写对联迎新春、民俗文化展等

“阅读迎新春 书香进万家”系列活
动，烘托节日气氛，让广大群众在借
书看书的同时有机会参与活动体验
节日习俗，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假期生活。

这边有人把“福”字带回家，那边
有人体验剪窗花、画炭画、雕金猪。9

日上午，省博物馆三楼6号展厅十分
热闹，海南民间文艺家、炭画师韩翠琼
被孩子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只见她
一边将画笔沾上炭精粉，耐心地跟孩

子们讲解如何作一幅简单的炭画，一
边和大家分享她所理解的炭画。

“炭画不仅是一种手工活儿，还有
‘人情味’。春节期间，在省博物馆和

大家一同体验炭画作画，不仅可以给
这个春节加一些‘年味’，还能让更多
人知道海口还有这样一门老手艺。”韩
翠琼说。

对不少海南人来说，过年除了穿
新衣，更少不了听琼剧。今年春节期
间，省博物馆特别举办“迎金猪 贺新
年”2019年文创春节非遗文化传承
系列活动，不仅有琼工坊活态展演，
还特别在大年初五、初六两天为大家
带来琼剧表演，邀游客、市民一同品
香听琴。

据省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2
月5日省博物馆参观人次为6328人
次。2月6日至8日，省博物馆每日参
观人次均突破7000人次，2月8日参
观人次达7836人次。与2018年春节
相比，参观人次有明显增加。

春节期间，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
多家书店，发现许多市民热衷选择在
书店看书过节。只要有时间，海口市
民王伟就会带着女儿逛逛书店，“过年
了，身边的朋友们都会到书店买几本
书送给孩子当新年礼物，给假期加点

‘文化餐’。”
除了逛民俗展和书店，看电影过

大年成新年俗，海口多家影院都排起
了长龙。“今年春节，多部贺岁片齐上
映，风格迥异，各大影院人数激增。”海
口一家私人影院负责人洪涛告诉记
者，像他们这样小型的影院人数也是
平日里的两到三倍，越来越多人喜欢
在过年期间享受各类文化娱乐生活。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逛博物馆 到图书馆 进电影院

海南人给春节加一点“文化餐”

■ 本报记者 贾磊 于伟慧

“1—2—3嗨！”2月7日上午，在
国家海南五指山体育训练基地训练
馆中，代表着中国力量的一群人——
国家男子举重队，正在抓紧训练，为
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战。

大年初二，翡翠山城天朗气清，
国家男子举重队在五指山训练馆已
经进入紧张的训练中。“从2003年开
始，国家举重队在五指山已经连续冬
训16年了，像往年一样，我们教练员
和队员都在五指山一起度过春节。”
男举国家队主教练于杰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训练现场，记者看到男举国家
队运动员们在教练员、体能师等指导
下，有序开展相应的训练，挺举、抓举
等一系列动作，他们不断地重复，调
整自己的身体、姿态。

“这里的气候、气温和环境非常
适合开展冬训，负氧离子高，运动员
的疲劳恢复非常快，五指山的环境得
天独厚。”于杰说，队员们在第一周就
适应非常快，有的队员在第一周后半
段就出现提高成绩的现象。三周下
来重点运动员普遍反映都不错，特别
是在专项力量提高方面。

在训练间隙休息时，于杰表示，春
节对常年集训的运动队来说，就像是

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样，因为春节期
间的训练节奏不变。“大年三十上午还
要训练，下午休息，晚上大家吃个团圆
饭热闹一下，初一休息一天，初二就恢
复正常训练了。”于杰说，运动员、教练
员、队医等工作人员都常年与家人两
地分居，如果没有家属在背后默默的
支持，大家也不能这么安心投入备战。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毕东海抵
达五指山市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今年
冬训是我们备战东京奥运会关键之
年，相比以往冬训，今年我们给运动
员在队医、体能、科技等多个方面的

配备非常充足，为国家男子举重队冬
训服务的多达53人，包括国外顶尖
的体能师、康复师等。”

谈及国家举重队在五指山市冬
训16年的感受，于杰回忆道，从最初
的小平房到如今的专业化标准训练
场馆，国家举重队见证了五指山市训
练基地的发展，五指山训练基地也陪
伴国家举重队不断成长。

“我认为，上届奥运会上国家举
重队所获得5块金牌都与在五指山
的训练密不可分，极好的生态环境，
是我们备战的东京奥运会的优势条
件。”毕东海说。

（本报五指山2月9日电）

国家男子举重队五指山过大年备战奥运会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19年第10届环海南岛国际大
帆船赛将在3月中旬举行。在近日
举行的海帆赛座谈会上，众多专家一
致认为，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从
2010年第一届开办至今，已逐渐从
一个普通的帆船赛走向了专业化、国
际化，并实现了体育和旅游的结合。
10年来，海帆赛促进了海南岛船艇泊
靠、帆船俱乐部经营等各项帆船产业
的发展。

今年22岁的山东人于鑫目前就
职于三亚星华集团游艇码头，是一名
大帆船船长。在他看来三亚大帆船产
业这几年发展较快，前景很光明。每
天，他要驾驶28英尺（9米）的大帆船
带着体验的游客出海两三次。他说：

“无论是三亚本地人还是省外游客，他
们都很喜欢坐着大帆船出海，在海上

欣赏三亚的美景，享受在海上品茶喝
咖啡的时光。”他们每次出海的线路较
为固定，从大东海码头出发，到鹿回头
公园、凤凰岛，最后绕小青州转一圈，
大约耗时1个小时至3个小时，收费每
小时1000元至3000元不等。于鑫认
为，海帆赛的举办让更多人了解了三
亚，熟悉了大帆船运动。

10年前，海南没有一艘大帆船，
也没有大帆船码头，更不可能依靠大
帆船赚钱。2010年，海帆赛的举办
逐渐让大帆船在海南扎根，经过10
年的办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
建成13个码头、1892个大帆船和游
艇，还有近2000多个泊位正在建设
中。2017年，海南各家俱乐部船艇
出海45942艘次，其中动力艇出海
36515艘次、大帆船出海9427艘次，
总计出海超40万人。

三亚目前有8家大帆船公司经

营大帆船体验和观光业务。于鑫估
算，三亚的大帆船数量超过100艘
了。在国内，就属厦门和三亚的大帆
船产业成了规模，特别是三亚，大帆
船体验和观光游最近几年大有后来
居上之势。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
负责人说，近几年，万舟乐航、鸿洲、
陆克帆船、万航等开展帆船培训、旅
游体验的公司相继成立，这些公司积
极开展帆船进校园、冬令营、夏令营
等各类帆船活动。

今年25岁的赵浩鹏2017年毕
业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休闲（大
帆船）专业，他参加了2次海帆赛。
大学毕业后，他就职于万航三亚公
司，这是一家以帆船培训为主业的公
司。他说：“我很幸运，不但目睹了三
亚大帆船的快速发展，还亲身参与其
中。”赵浩鹏负责中学生的帆船培训，

每年他们公司都要举办冬令营和夏
令营的帆船培训班，每期培训班 5
天，每次办9期，每期30人至70人。
每期费用不菲，每个人要 6000 多
元。赵浩鹏说，报名培训的学生很
多，最近3年，三亚的帆船培训市场
较为繁荣，三亚一年四季都能玩帆
船，来三亚玩帆船的省外青少年越来
越多，家长们都非常支持孩子玩帆
船，因为玩帆船能培养青少年的拼搏
精神。

去年10月1日，海口市国家帆船
帆板基地公共码头举行了试开放仪
式。这个码头有610个泊位，国家帆
船队副领队杨毅光说，海南的大帆船
产业方兴未艾，已有几家公司有意或
正在利用这个码头做大帆船的培训和
体验业务。未来几年，海口或许能依
靠这个码头让海南的大帆船产业更上
一层楼。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大帆船俱乐部和码头多了 体验和观光游、培训已成气候

海南大帆船产业有后来居上之势

本报那大2月9日电（记者林晓
君 通讯员何万常）2月8日晚，天才刚
擦黑，六罗村文化广场就挤满了人，近
500名村民带着自家的小板凳陆续坐
下，他们的脸上都挂满了期待的笑容，
翘首以盼一年一度的“村晚”上演。

晚上8时，和庆镇六罗村第34
届“春晚”在舞蹈《开门红》节目中拉
开序幕。小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音乐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阿妹嫁
给涯》等23个节目则轮番上演，以小
品、舞蹈的形式将生活中的趣事搬上
舞台，展现村容村貌、演绎乡风民俗，
凝聚乡土人情。

晚会不仅洋溢着村民奔放、热情、
勤劳的本质，也展现了他们多才多艺、
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一面，更是把近

年来该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成果体
现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也让六罗村歌舞欢腾，热闹非凡，村民
在欢快的歌舞声中喜度新春佳节。

该村村干部邓少宏介绍，举办晚
会不仅是活跃村里过年的热闹气氛，
还能让村民在春节期间过得更充实，
春晚是他们庆祝美好生活的一种方
式，是村民心中最重要的一场盛会。
从1986年开始，六罗村每年都坚持
自办春节联欢晚会，到现在已经连续
举办34届。“这台草根春晚从早先的
自发组织到现在得到儋州市委、市政
府的支持，既让当地人见证了乡村生
活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承载了一代
人的浓浓乡愁，同时也展现了儋州深
厚的民俗文化。”邓少宏说。

儋州六罗村办了34年“村晚”
见证了乡村生活变化 展现了当地民俗文化

《禅武少林》摄影展
三亚开展

本报三亚2月9日电（记者黄媛艳）《禅武少
林》禅境——王瑶摄影展暨“我眼中的海南”王瑶
与黎族少年摄影对话公益活动，2月8日在三亚举
行。这是王瑶首次在海南举办展览活动，也是其
少林寺主题作品首次挂墙展出。

摄影记者出身的王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名
誉主席，第八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此次展
出的《禅武少林》系列作品，是她用两年时间，
六访少林寺拍摄的。在这组作品中，王瑶从法
事活动、僧人生活与世俗社会、少林武功和禅意
少林四个方面进行纪实创作，用影像讲述当代
少林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现场，王瑶为海南黎族少
年代表赠送照相机及摄影作品集。接下来，她将
教当地少年学习使用摄影工具，希望孩子们能掌
握摄影技能，记录海南的变化发展。

海口放映公益电影
过大年

本报海口2月9日讯（记者卫小
林）2月9日晚8时，海口市欢度春节
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在美兰区君尧社区
和龙华区正义社区两个点同时开幕。
本次展映活动将放映公益电影58场，
为春节假期的海口市民和游客增添节
日文化氛围。

据介绍，本次公益电影展映活动
将在海口市龙华、美兰、秀英和琼山4
个区相继展开，展映影片包括《幕后玩
家》《逆时营救》《缉枪》《情满人间》《捍
卫者》《听风捉影》《孤胆保镖》《跟踪追
击》《大话食神》《忠犬情缘》《胡杨的夏
天》《社区女支书》《百姓法官》《党的女
儿尹灵芝》《金秋喜临门》《八亩良田》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守边人》《监狱
犬计划》《名将之后》等20余部，既有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卖座大片，也有思
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艺术影片。

海口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之所以选择正月初五
开始放映，主要是因为回各市县过春
节的海口市民群众已陆续返回，城区
人口慢慢恢复到了接近日常规模，此
时放映公益电影，能让更多群众受
益。“君尧社区放映的《逆时营救》，正
义社区放映的《捍卫者》，今晚都吸引
了上千观众观看，现场气氛喜庆而热
烈。”该负责人说。

据悉，本次公益电影放映地点除
了海口各基层社区外，还将在人流量
较大的旅游景点如假日海滩、西海
岸、骑楼老街、白沙门公园等地点放
映，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的文化需
求。本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于2
月28日结束。

体育来拜年 健康过大年

澄迈举办多项文体活动
本报金江2月9日电（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

林日俏）今年春节期间，澄迈县以体育拜年的形
式，推出了“体育进社区，体育进农村，健康过大
年”多种文体活动。

从大年初二开始，澄迈县“体育进社区（村）、
健康过大年”海南省四县市排球邀请赛、2019年
澄迈县体育下乡排球赛、2019年澄迈县“设计院
杯”乡镇九人制排球赛、2019年澄迈县“百货电器
迎春杯”羽毛球赛等活动轮番上演。其中，2019
年澄迈县“百货电器迎春杯”羽毛球赛，吸引了海
口、儋州、琼海、临高、屯昌、澄迈等市县多支队伍
参赛，还有来自山西省的参赛选手。

澄迈县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比赛的
举办，在增添节日热闹氛围的同时，引导群众以健
康的方式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比赛带
动了当地体育旅游消费，获得了群众的点赞。

2月9日，在美国阿纳海姆举行的2019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
短节目比赛中，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以74.19分的成绩暂居第二。

新华社发

2月9日，海口市民在海南省博物馆观赏琼剧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熊丽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8日12时-2月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4

11

1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2

19

2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上接A01版
极大地提高了春运的工作效率。”谢焕杰介绍道，
目前当日过海车票已售卖完，非预约车辆不得进
入港口。

此外，为营造有序的现场作业管理氛围，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在秀英港11号码头搭建了9
顶遮阳篷划定为旅客候车区，通过先卸客至候车
区，后分段卸车分批放客的方式，实现车客分批换
乘分批出港。

◀上接A01版
基本可以满足市民日常蔬菜种类的需求。”蔡汝同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目前，海口有59个这样的便民网点供应春节
期间市民游客需求。

“春节蔬菜保供稳价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
重。”海口市菜篮子市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大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集团从1月中旬
起在全市增设59个临时直销点，以缓解节假日期
间因部分农贸市场临时歇业而导致蔬菜销售点减
少市民买菜不便的情况。“在售价方面，省物价局
10种调控的菜品零售价均低于检测均价15%，其
余菜品零售价也均低于市场价5%，充分满足周
边群众对平价菜的需求。”

（本报海口2月9日讯）

◀上接A01版
今年还要养殖竹狸，力争总收入达到10万元，为
孩子求学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苏祥海激动地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从杨书记身上，大家感受到了
共产党员的力量，我也希望加入党组织，像他一样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强烈的入党愿望，还体现在苏祥海家大门上
的一副对联上：“春风送暖跨新纪，特色种养奔小
康”，横批“永跟党走”。

“要进一步创新党建扶贫，培养像苏祥海这
样的入党积极分子，打造脱贫攻坚的坚强战斗堡
垒。”杨小锋介绍，“那受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132户550人，由于发展槟榔、芒果、青瓜、豇
豆、毛节瓜、南药等产业，2018年底都已脱贫出
列；今年将继续开展志智双扶，不断激发脱贫村
民的内生动力，在推行‘产销研一体化’模式中
夯实全村增收致富的产业载体。”

（本报三亚2月9日电）

交通井然有序
效率大幅提升

方便 实惠 丰富 安全

脱贫户喜挣“压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