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直团员青年开展
助残志愿服务活动

倡导扶弱助残好风尚

在“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
际，省直第二团建协作组5月 17
日组织近30名团员青年到省残疾
人创业就业一条街和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
复基地，开展“心手相牵·共享阳
光”全国助残日志愿服务活动，以
实际行动践行弘扬中华民族扶弱
助残的传统美德。

团员青年纷纷表示，将以实际
行动倡导扶弱助残好风尚，积极开
展志愿助残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团员青年志
愿者与孤独症儿童进行游戏交流
活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A03 综合

■ 本报记者 袁宇

“听说这几年琼海变化很大，所以
这次参加完健跑活动后我打算和朋友
一起游琼海。”5月17日，报名参加了

“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琼海
站）活动（以下简称“奔跑海南”琼海站
活动）的泰国游客麦迪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奔跑海南”琼
海站活动，将于5月18日7时在琼海
市万泉河广场鸣枪开跑。这不仅是一
场跑步爱好者的盛会，更是一次“体
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跑
步爱好者可在健跑过程中感受琼海的
城市变化，体验琼海的文化魅力，享受
琼海的优良生态。

“跑”起来
文体活动成旅游增长点
“今年我们家又是第一个报名参

加‘奔跑海南’琼海站亲子组的家
庭。”5月 14日，连续两年报名参加

“奔跑海南”活动的琼海市民冯捷开
心地说，这两年在琼海举行的文体活
动越来越多了，大家的生活过得越来
越丰富。

近年来，很多琼海市民有着和冯
捷类似的感受。“既有帆船赛、龙舟赛
等专业赛事，也有赛肥鸡、全民游园等
大家都能参与的活动，很热闹。”琼海
市民黄果说，丰富的文体活动不仅受
到本地居民喜欢，还吸引了很多游客
前来。

自2015年开始，每年8月在潭门

举行的赶海节都是一场受到游客关注
的大型盛会，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
来。“2017年起，我和朋友一起经营渔
家风情民宿，每月的纯收入超过5万
元。”在潭门镇经营民宿的渔民符名林
说起家乡变化感慨颇深，在他看来，游
客的大量涌入改变了潭门人的生活，

“过去大家以渔业为生，现在很多人转
型上岸做起了生意。”

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了游客的旅
游体验，也点燃了游客到琼海来旅游
的热情。数据显示，2018年，琼海全
市旅游接待430.08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 31.85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6.1% 和
12.2%，成功实现了由“旅游通道”向

“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融”起来
文旅融合加速发展

琼海，有美丽的万泉河，有生机勃

勃的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有别具乡
愁味道的北仍村，有宜居宜业宜游的
沙美村，还有充满浓浓文化味的博鳌、
潭门等风情小镇，是不少游客心中的
绝佳旅游目的地。

“琼海的风景很美，但我觉得它的
文化却比风景更动人。”来自广西的游
客莫钊说，这里有着很多别具特色的
民俗文化，“在琼海随便找一个村庄都
能待上大半天，因为村子不仅风景美，
还有动人的故事能够挖掘。”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表示，琼海
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俗文
化。琼海将通过深度挖掘，结合历史
传统与现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趋势，
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新时尚相结合，
吸引游客到琼海旅游“打卡”。

在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利用中，琼
海特别注重打造品牌节事活动。据
悉，琼海目前已打造元宵节乐城赛肥
鸡、冼太夫人文化节、端午节博鳌赛龙

舟、潭门赶海节等一系列品牌节事活
动，这些活动相互呼应，贯穿全年，也
让琼海旅游周周有看点、月月有亮点，
有效激活了旅游市场。

“这些节庆赛事活动对塑造琼海
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起到了重要作
用。”琼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办好高水平的文化活
动和体育赛事，一方面继续做好做强
品牌节事活动，使之成为琼海特色，另
一方面做大做强风筝冲浪、海钓、帆船
赛等体育项目，以更丰富的体育活动
带动旅游。

据介绍，为支撑文旅融合发展，琼
海市委、市政府在充分调查研究论证
的基础上，决定在嘉积城区南部万泉
河东岸建设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该
中心建成后将集文化、娱乐、体育、健
身、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成为琼海的一
张城市形象名片。

（本报嘉积5月17日电）

“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琼海站今日开跑

奔跑万泉河畔 感受琼海魅力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本报那大5月17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到城里读书的农
家娃回流到农村学校上学，这样的情
况在儋州越来越多。海南日报记者5
月17日从儋州市教育局获悉，过去4
年，儋州市义务教育投入54.11亿元，
农村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钟静杉是一名 5 年级的学生，
家住儋州市兰洋镇番加村。2017
年秋季，父母为让她上好学校，把
她转学送到儋州市里的私立学校读
书。番加村距离儋州市区 50 多公
里，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的钟静杉每
周只能回家一次，她天天想家，但

她理解爸妈，“因为番加小学实在
是又旧又破。”

“今年春节，我来番加小学玩，发
现这里变得比城里私立学校还漂亮，
小伙伴们说，又来了几位新老师，书
教得很好。”钟静杉说，春节后，她再
次转学，重新回到番加小学。如今，
她觉得读书更快乐了，“因为可以和
弟弟一起上学、回家，并且每天都能
吃上妈妈做的饭。”

番加小学校长吴成说，过去两年，
政府投入1000多万元对学校进行修
缮，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有教学
楼、实验室、学生宿舍、公共食堂等，还

有塑胶跑道、篮球场等体育设施。番
加小学虽然在大山里，但现在办学条
件与城市学校比一点都不逊色。
2016年，全校有84名学生，现在全校
有105名学生。

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
儋州市近几年来举全市之力加快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连
续4年大幅增长：2015年9.76亿元、
2016年13.57亿元、2017年15.22亿
元，2018年15.56亿元，4年累计投入
54.11亿元。儋州市财政教育经费投
入，重点用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城乡学校统一标准建设和配备教育装

备，统一标准配置教师。过去4年，儋
州全市167所义务教育学校和72个
教学点的校容校貌都像番加小学一样
焕然一新。

据了解，仅 2018 年，儋州市就
新建学校1所，改扩建学校176所，
新增学位 9563 个，新增实验室、功
能室1233间，新建运动场101个，新
增计算机12942台，新增图书126万
册……

目前，儋州全市中小学全部消除
“超大班额”，全市167所义务教育学
校100%通过标准化学校评估，150所
学校达到市级规范化学校。在儋州农

村，如今最漂亮的建筑和最好的环境
都在学校。以前挤到城里上学的农村
娃纷纷像钟静杉一样重新转学回流农
村学校读书，如大成镇中心学校3年
回流400多名学生，南丰镇中心学校
3年回流500多名学生。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儋州市教育
局局长李海文说，在加快推进义务教
育标准化建设基础上，将进一步实施
学校布局调整，整合教育资源，实行强
帮弱、一帮一、一帮多的结对模式，促
进农村学校内涵发展，把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向纵深推进，让义务教育的阳
光照亮每一个孩子。

过去4年义务教育投入超过50亿元，极大改善农村办学条件

儋州：让义务教育阳光照亮每个孩子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叶
媛媛 计思佳）5月，海口瓜果飘香，
荔枝红艳，正是体验乡村野趣的好
时节。

近日，海口琼山区精心设计了9
条火山荔枝采摘游线路，帮助市民
游客更方便地感受采摘火山荔枝的
乐趣。与此同时，海口秀英区也策
划了4条火山荔枝亲子农旅采摘路
线，引领市民游客走进火山墙内的
荔枝园、莲雾园，采摘田间热带瓜
果，品尝当地特色农家美食，体验火
山田园风情。

据悉，琼山区是海口火山荔枝
的主产地之一，荔枝种植面积达
8.23万亩，拥有我省最大连片荔枝
种植基地。除了种植荔枝，近年来

琼山还大力发展其他的热带瓜果种
植等生态农业，推进农旅深度融合，
并依托人文景观和自然环境资源开
展农家休闲、民俗体验、果园采摘等
一系列丰富的旅游项目，逐步形成
了琼山特色旅游品牌。

秀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依托秀英区火山旅游文化和荔
枝品牌文化，此次采摘季积极打造
荔枝主题创意田间艺术作品和文
创产品，丰富荔枝品牌形象，深化
农文旅融合。秀英区11家火山特
色乡村民宿也充分整合瓜果蔬菜
采摘和美丽乡村田园观光资源，推
出了丰富多彩的美丽乡村生活体验
活动，让市民游客体验乡间的凉爽
与野趣。

关注第二届海口火山荔枝月

海口推出多条火山荔枝采摘路线

采摘火山荔枝 体验乡村野趣

三门坡片区

海口—海口积书水果产
销合作社果园、海口—金立
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果
园、海口—龙鳞村果园、海口
—荔海农庄

海口3个合流路口
推行“拉链式”交替通行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在驾车经过同向车道递减
合流的路段、路口时，部分驾驶人相互不礼让争道
抢行，常常引发交通拥堵和刮蹭事故。5月17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为有效解决该问题，提升道路通行效率，规范通行
秩序，该支队在海口市区3个合流路口设立了提
示标志、引导标线，逐步推行同向车道递减合流路
口“拉链式”交替通行。

据了解，“拉链式”交替通行是指在两车道合
并为一车道的路段、路口，遇到前方机动车停车排
队等候或缓慢行驶时，自汇流点开始，两个车道机
动车像拉链交错一样，由左至右或由右至左依次
交替驶入合流车道。

目前，海口实行“拉链式”交替通行模式的3
个路口为：滨海立交桥西往南右转下匝道口、南大
立交桥往国兴大道北向东下匝道口、长滨路往海
秀快速路上匝道口。下一步，海口交警将逐步在
全市类似路段、路口广泛推行“拉链式”交替通行。

龙泉集团“化猪为鸡”创新口味

鸡肉粽，别样“粽味”香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陈雪怡）对于许

多海南居民来说，鸡肉常吃，但鸡肉粽并不常见。
临近端午节，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龙泉集团等企
业纷纷创新口味，推出鸡肉粽、牛肉粽等。其中，
鸡肉粽尤为引起人们好奇——海南人常吃的鸡
肉，和粽子相结合，会是怎样一番风味？

“相比于猪肉粽，鸡肉粽的口感更清淡，不油
腻，肉质滑嫩，市场反响不错。”海南龙泉集团有限
公司食品厂厂长孟凡超介绍，该公司于4月开始
研发鸡肉粽，并进行了多次改良，目前大部分顾客
对鸡肉粽的口味和口感都给予认可。

龙泉集团拥有养鸡场，用的是自家原材料，
“所以鸡肉粽的成本在可控范围内，售价也并没有
上涨。”龙泉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该公司在素
粽品类上，也开发了碱水粽、乌米粽、巧克力脏脏
粽、八宝粽、红枣粽等新品种，素粽有着香糯而特
别的口感，能让顾客尝试到与咸粽不同的口味。

不少试吃过鸡肉粽的顾客表示，与猪肉粽的
浓香油润口感不同，鸡肉粽清淡绵密，别有一番“粽
味”。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粽子销售情况良好，主要
供食客品尝品味，同时公司也在收集顾客反馈，积
极调整改良，力求做到让更多消费者喜欢。

海口5月20日至31日
集中受理人才住房租赁补贴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5月17日从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获悉，海
口确定2019年第一、第二季度人才住房租赁补贴
集中受理时间为5月20日至5月31日，以后每季
度第一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集中受理。每年第
一季度第一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集中受理上一
年度的购房补贴。

同时，符合要求的人才住房保障对象，可向用
人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个人有关材料。用人单
位按要求向海口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申报，
也可登录“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网上办事大厅在
线申报。

申报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市政府服务中心北
楼3楼人才窗口，咨询电话：68512859、68521502。

三亚成立旅游景区协会
“大三亚”经济圈31个景区加入

本报三亚5月17日电 （记者林诗婷 徐慧
玲）海南日报记者5月17日从三亚市旅文局获
悉，三亚市旅游景区协会于日前正式成立，协会将
通过整合景区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管理，全面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促进三亚旅游产业升级转型。

据悉，三亚市旅游景区协会是三亚市范围内
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演艺娱乐、康乐健身等
功能的各类旅游景区及其相关企事业、社会团体
自愿组成的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住所地
设在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截至目前，该协会
已吸引了31个景区加入，包括天涯海角、蜈支洲
岛、千古情、海昌梦幻不夜城、海棠湾国家水稻公
园等，同时还有“大三亚”经济圈中的槟榔谷、呀诺
达等知名景区。

全省6个市县基本完成
哨兵猪投放工作

本报海口5月17日讯（记者陈雪怡）我省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持续发力，近日，全省6个市县基
本完成哨兵猪投放工作，为下一步相关疫区解除封
锁、恢复生产等打下基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
16日从省防控非洲猪瘟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的。

据介绍，万宁已在东澳镇疫点养殖场内选定
3个猪栏，每个猪栏投放2头哨兵猪进行饲养和观
察，以检测经过严格消毒后该疫点是否还存在病
毒。除万宁外，海口、儋州、澄迈、陵水、保亭等市
县也已投放哨兵猪，以检测疫点环境是否达到生
猪养殖要求。同时，为稳定生猪安全生产形势，我
省通过采取精准防控等措施，保证种猪场和规模
养殖场等安全，稳定生猪产能。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琼山9条火山荔枝采摘路线

5·19“世界旅游日”火山风情游：海口火山口公园—安仁村火山荔枝园-乾兰美食—施茶火山石斛园

“果林间寻宝”古村探秘游：永兴电商中心—昌儒村—美梅村—美梅村莲雾园—星荣农家乐

“初见妃子笑”荔枝采摘游：石山镇施茶火山石斛园—美富村—安仁村荔枝园—美隆大排档

“火山荔枝王”甜蜜乡间游：永兴电商中心—美梅村—美隆牛庄—卓津蜂业产业园

大坡片区

海口—龙蛟村果园、海口—创利果园、
海口—沙塘仔果园、海口—大坡白石溪瀑布

红旗片区

海口—泮边村休闲农庄路线

秀英4条火山荔枝月乡村采摘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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