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芒果飘香昌江情”
后续活动

百年芒果拍卖会
时间：5月25日
拍卖会上，从成百上千年的本地芒果

老树中采摘下的芒果，将根据不同年份、时
代进行芒果拍卖，穿越时间的芒果滋味，所
有人都有机会品尝。而此次由昌江县工商
联牵头负责的拍卖活动，拍卖所得款项将
全部捐赠给昌江县教育基金会，用于资助、
帮扶本地的困难学子完成学业。

“芒果熟了·好运来了”
自驾之旅活动

时间：6月1日-2日
活动筹划期间，昌江会面向全国招募

100个家庭参加自驾游活动，同时配备专
业的领队头车带领自驾游家庭进行观光自
驾，其中还有在指定芒果园进行趣味采摘
活动，品尝黎族传统长桌宴及黎家歌舞表
演等深具本地特色的活动。

“2019·国际旅游岛杯”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

时间：6月25日-30日
借芒果丰收的机会，昌江还将在棋子

湾旅游度假区举办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
赛事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
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竞

赛期为6天，竞赛项目分
为40周岁以下组、40

周岁以上组、女子
组等三组，
胜者将获

得 丰 厚
奖励。

制图/杨薇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薇A04 综合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杨薇

乐东116名白内障患者
获免费救治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梁君穷）5月18
日，为期4天的“丝绸之路·光明之行——海南乐
东”扶贫亮睛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落
下帷幕，活动期间由国内著名眼科专家赵培泉带
领的医疗团队成功完成116例白内障患者免费复
明手术。

76岁的韦必良是乐东抱由镇多建村的贫困
户，多年来视力一直在0.5以下。5月17日下午
做完手术之后留院观察一天，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不仅手术做得很快很好，在这里还有许多志
愿者照顾患者。”

医院里，随处可见忙碌的医生，汗流浃背的志
愿者。5月15日，手术开始第一天，从上午10时
首例手术顺利完成，到晚上11时半当天最后一个
患者手术顺利完成出来，专家、志愿者、医院医务
人员忙碌了15个小时，当天共接诊170人，进行
了55例手术。

据悉，“丝绸之路·光明之行”是由赵培泉医
生带队，多位上海知名眼科医生主刀，为白内障
患者做免费复明手术的慈善公益活动，已经在新
疆等省区市开展三站。此次“丝绸之路·光明之
行——海南乐东”是全国第4站，海南首站。此
次乐东站活动旨在对农村户籍中符合手术条件
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救治，提高该县农村贫困
人口健康水平。

此次活动共接诊436例，全部116例手术都
获得成功。同时，该医疗团队还向乐东县人民医
院捐赠了一套价值35万元的眼底相机，用于乐东
县人民医院开展眼科疾病诊治。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介绍定安产业扶贫举措

本报海口 5 月 19 日讯 （记者陈卓斌）第
132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5月20
日 20时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经济频道、20时
30分在三沙卫视、5月26日 16时 20分在海南
卫视播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期电视夜校将邀请
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杨文锋作为主讲嘉
宾，向观众介绍定安县委、县政府近年来大力实施
的一系列产业扶贫举措。定安县龙门镇高山岭豪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吴爽、黄竹镇大统村党支
部书记吴育业、龙湖镇桐树村党支部书记陈宁等
也将携村民走上夜校舞台，通过现身说法展现定
安产业扶贫成效。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
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 本报记者 袁宇

5月18日7时整，迎着清晨的阳
光，“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琼海站）活动鸣枪开跑，3000多名跑
友从琼海万泉河广场出发，一路感受
万泉河畔的美丽风光，体验琼海日新
月异的美丽变化，在健跑中享受生命
律动的愉悦。

这是“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
动第2次走进琼海。在活动报名方式
公布的当天，就收到了大量跑友的报
名信息。

“‘奔跑海南’活动很热闹，不仅好
玩，还传递了一种健康生活理念。”连
续2年都报名参加活动的琼海市民冯
捷说，当她在网上看到活动报名信息
后，“立马就报了名，没有丝毫犹豫。”

作为规模大、参与度高、互动性强

的体育活动，“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
跑活动将体育文化与城市形象、市民
生活有机融合。

在琼海市副市长潘艳红看来，
“奔跑海南”活动是一场全民动员、全
民参与、全民健身的活动，“市民喜爱
这类活动，市政府也一直积极举办这
类活动，在丰富市民文化体育生活的
同时，引导市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

“现在工作压力大，跑步是一个
很好的解压方式，能参加这次健跑
活动很让人兴奋。”琼海市民冯明惠
和闺蜜一起报名参加了3公里组，她
说，沿途的美丽风景令人心旷神怡，
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今天跑下来，
虽然有点累，但感觉很好，而且还认
识了新朋友。”

“从万泉河畔起跑，一路跑下来，

我发现琼海越变越美。”参加健跑活
动的琼海市民欧先亮自豪地说，沿着
万泉河畔跑下来，他发现：“垃圾不见
了，环境愈发整洁，城市愈发现代化，
而生态却愈发优良，琼海的变化真让
人自豪。”

近年来，琼海市通过大力引进高
品质文体赛事活动，进一步推广文明
琼海、幸福家园的亮丽名片。帆船赛、
环岛自行车赛、博鳌国际时尚文化周、
中国时尚体育小姐大赛……一系列高
品质文体赛事活动的举办，不仅让万
泉河畔处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也使
琼海的城市形象得到不断提升——现
代时尚、美丽健康。

琼海的美丽，也让来自广西灵山
的跑友施扬合念念不忘。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他多次强调，“琼
海很美，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城市干

净、整洁，让人想要留下来。”在健跑
活动结束后，施扬合果断选择做一名
背包客，“要趁这个周末好好游一游
琼海。”

“经常在新闻中看到琼海的变化，
今天的健跑活动让我深入领略了这里
的美景。”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一边跑
步一边欣赏万泉河美丽风景，令参加
健跑活动的泰国游客麦迪心情愉悦，
他说，“琼海的空气很好，而且到处是
绿地，市区秩序也很好，在这样的城市
生活就是一种享受。”

运动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因运
动焕发生机。过去一年里，琼海市同
时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
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全国科技创新百
强县”“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
4张大榜单，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
许多喜人成绩。

“文体旅产业的融合能让城市不
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将不断丰富
文旅体产品，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
琼海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重点办好高水平的文化活动和体育
赛事，使高品质文体赛事活动成为琼
海特色，以更丰富的文体赛事活动带
动旅游全面发展，让市民与游客都能
享受到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的
成果。

“我也希望能有机会再带游客来
琼海。”从事旅游行业的跑友李玉锦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近年来海南文体活
动越来越多，各类体育活动在丰富本
地居民生活的同时，也成为吸引游客
的金字招牌，“希望能通过更多文体赛
事活动把海南的活力传递出去，让更
多人感受海南健康岛的魅力。”

（本报嘉积5月19日电）

传递健康生活理念，3000多名跑友万泉河激情奔跑

在奔跑中发现琼海的美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亲水栈道已基
本完工，整个鸭尾溪湿地生态修复系
统建设工程将在7月份完工。”5月17
日上午，葛洲坝海口水治理公司负责
人张黎明表示。待整个湿地生态修复
系统建设工程完工，原本被市民称之
为臭水沟的鸭尾溪，将成为周边居民
的湿地小公园。

位于海甸岛中部的鸭尾溪，向东
和南渡江相连，西接五西路排洪沟，全
长2.3公里，是海甸岛横沟河左岸分支
之一。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原来加盖在鸭尾溪两岸的违建均被
清理一空，河道内水清见底。根据水流
向建设的亲水栈道已基本完工，几台大
型挖掘机正在河滩上紧张作业。

2016年下半年，海口市启动鸭尾
溪水环境治理工作。“对鸭尾溪黑臭水
体的综合治理，我们结合鸭尾溪水体
特征，建立相对完善的污水截流与污
水收集系统。”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治理好鸭尾溪，美兰
区政府不仅新建了污水处理厂，还利
用河道两侧的空地设置两座临时净水
站，对污水进行净化。与此同时，相关
部门还对鸭尾溪周边管网展开了多次
系统性的排查，对原错接、乱接管道展
开了整改，有效解决污水通过雨水排
水管排入鸭尾溪的问题。

根据环保部门公布的水质监测结
果，从2018年3月至今，鸭尾溪水质
主要指标长期稳定地达到了地表V
类水标准。为解决鸭尾溪生态系统相

对单一，缺少生物栖息空间，河道两岸
可达性较差，缺少亲水及公共游憩空
间等问题，今年年初，海口美兰区政府
启动鸭尾溪生态修复系统建设工程，
以巩固鸭尾溪治理成效，并让市民共
享治理成效。

据了解，鸭尾溪湿地生态修复建
设工程分为四大部分内容：一是引入
慢行系统，架空构建栈道激活滨水空
间；二是构建蜿蜒曲折的岸线和生物
树岛增加湿周面积，塑造丰富多样的
水动力、水生生物环境；三是建立防汛
梯田，在稳定边坡的同时，利用台田蓄
水功能达到错峰防汛、净化水质、下渗
雨水、消减视线高差等功能；四是建设
5000平方米生态树岛，提升水安全、
建设城市海绵体。

海口鸭尾溪湿地生态修复系统建设工程7月完工

臭水沟将变身休闲湿地公园

鸭尾溪湿地生态修复系统建设工程现场。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烈日难挡“吃货”的热情，5月19
日上午，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从昌江黎
族自治县七叉镇的百年芒果园里鱼
贯而出，“美丽乡村·绿色骑行2019
海南省体育扶贫昌江行”暨“2019·
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在激情的
骑行活动中拉开了序幕。

作为昌江联合省旅文厅，以及
骑点体育精心主办的美丽乡村绿色
骑行活动，此次“美丽乡村·绿色骑
行2019海南省体育扶贫昌江行”是
昌江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一大重头
戏。同时作为“2019·芒果飘香昌
江情”系列活动的开场戏，途经霸王

岭、百年芒果园等昌江本地知名景
点的线路设计，也让300余名骑友、
徒步爱好者们在乐享天然“氧吧”之
余，还能一览昌江“芒果之乡”的丰
收盛景。

近年来，在省旅文厅的支持指导
下，昌江高度重视体育运动发展，组
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
同时积极推进“健康海南、健康中国”
建设，服务群众的健身需求。在先后
引进“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海南省美丽乡村绿色骑行活动等品
牌赛事活动之外，昌江还借助文体赛
事向外进行了城市宣传推广，使广大

游客得以更深入、多角度地了解昌
江，助推昌江全域旅游的发展。

自去年底开展“冬登春赏”系列
活动以来，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以优
势生态为媒介、以城市品牌为打造
目标，昌江探索出了一条旅游发展
的新路子，让昌江“春赏木棉红、夏
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登霸王
岭”的全域全季旅游格局有了更加
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同时借此类活
动的举办，昌江还在以赛事为支点，
积极探索“体育+旅游”“体育+文
化”“体育+城市品牌”等多种新型发
展路径，发全力打造“山海黎乡大花

园”，让这座千年郡县焕发新颜、释
放活力。

骑行之余，昌江还在今年推出
了共享芒果庄园的新探索，市民游
客每年只需花费880元的价格认养
一棵属于自己的芒果树，在获得果
树主人身份后便能获得这棵树一年
内所有的收获，且保底产量为 60
斤。除了获得优质的芒果外，认养
成功的市民游客还能在闲暇时间携
亲友赴果园体验一把“农夫”生活，
或干脆交由果树管家进行打理，待
到芒果成熟时前来自行采摘，也可
直接邮寄到家中。

昌江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共享芒果庄园计划是昌江
农业产业在去年尝试的基础上进行
的一次转型升级积极尝试，未来或
将成为昌江探索培育经济新模式的
又一举措。

昌江在本次活动中还借助网络
直播平台的优势，通过策划、直播昌
江芒果果园和各旅游景区景点，吸引
了一批游客前来芒果园体验了一把
亲手采摘、分享丰收的喜悦。芒果产
业和旅游产业的强势融合，也让果农
和游客收获了双倍的喜悦。

（本版策划 撰稿/柳晓）

“2019·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启动

快到昌江去 芒果在等你

5月19日，游客们摘到芒果，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5月19日，“美丽乡村·绿色骑行”2019海南省体育扶贫昌江行暨“2019·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启动。 (本版图片均由袁才拍摄)

5月19日，芒果种植户将采摘下来的
芒果打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