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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河上竞风流

在宁远河荡漾的清波中，龙舟竞渡，
船桨翻飞；人头攒动的河岸上，人声鼎沸，
锣鼓争鸣。6月6日9时15分许，龙舟赛
正式开始。此次参赛的5支队伍由崖州
区当地群众自发组成，采用22人制标准
龙舟，竞赛项目为500米直道竞速。

比赛现场，青龙、白龙、黄龙、乌龙、
红龙 5支龙舟队一字排开，蓄势待发。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响起，5支龙舟队在
宁远河合力起桨，奋勇争先。在震耳欲聋
的助威声中，各队员们拼尽全力、挥洒汗
水，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激烈角
逐。龙舟分波破浪，河面水花四溅，各支
代表队合理运用战术，队员们拼尽全力，
争创佳绩。

河面龙舟竞渡，岸上人声鼎沸。

早闻当天端午节传统龙舟赛会在宁远
河上举办，崖州区不少群众早早就赶
来现场，扶老携幼，小孩坐在大人的肩
膀上，把赛事观看区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十分热闹。部分当地群众还自发
为各自村委会或者喜爱的龙舟队组成
了啦啦队，身着与比赛队服相同颜色的
服饰，摇旗呐喊，加油助威，与场上队员

“同频共振”，蓝天碧水之间一片沸腾，
整个赛场洋溢着紧张激烈而又欢乐喜
悦的气氛。

“比赛太精彩、太激烈了，看得真过
瘾！”三亚市崖州区乾隆村村民王身壮的
呐喊声尤为响亮。他激动地说：“我的儿
子是比赛队伍中的一员，我要为他们加油
鼓劲。”

当第一艘龙舟冲过终点线时，人山人
海中爆发出更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经过两轮激烈的角逐，最终青龙队获得崖

州区2019年端午节传统龙舟赛桂冠，乌
龙队、红龙队分别获得第二名、第三名。

据三亚市崖州区龙舟协会常务副
会长陈汉华介绍，崖州龙舟队还曾先后
代表三亚参加马来西亚槟城龙舟赛和
中国龙舟公开赛等赛事，均取得佳绩。

崖州龙舟竞技
已有300多年历史

当天精彩纷呈、激情四溢的龙舟赛让
观众意犹未尽，精彩的赛事场面，也让现
场观众感受到一种团结奋斗，拼搏不息和
奋勇争先的精神。

陈汉华介绍，赛龙舟在崖州已有300
多年的历史，于清朝康熙年间兴起，此后
每年端午，崖州人民都会聚集在宁远河入
海口的保港赛龙舟，祈求风调雨顺、鱼谷
满仓。

作为最受崖州群众喜爱的传统文化
习俗之一，据当地居民说，端午赛龙舟曾
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相传，崖州港门一位渔民出海打鱼
时，隐约听到崖州民歌歌声，忙着撒网的
渔民没有仔细聆听歌声内容，接连两天一
无所获，仅仅打捞出同一根木头。感到奇
怪的渔民在第三天仔细聆听崖州民歌内
容，才知道歌词大意是将这根木头雕刻成
乌、白、红、青、黄五龙，可保当地风调雨
顺。于是，渔民请来木匠，将木头雕刻成
五条龙，并建造了龙舟，修建龙王庙，此后
的崖州风调雨顺，这也是崖州“五龙竞渡”
的来历。

港门水暖关胜景，百舸争流聚乡情。
端午习俗，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记忆。
据当地老人说，每逢端午佳节，不少在广
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的崖州人还赶回家乡
观看龙舟赛、洗龙水，这也许就是所谓“记

得住乡愁、留得下乡情”的真实写照，是崖
州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怀寄托。

三亚市崖州区区长冯强表示，举办崖
州区龙舟赛不仅能增添端午佳节等中国
传统节日氛围，更能唤醒崖州群众对传统
文化的记忆，传承中华文明。崖州300余
年的龙舟文化也孕育着崖州群众奋勇争
先、勇立潮头的新时代拼搏进取精神，还
体现了崖州区在抢抓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机遇时“百
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渡，勇为者胜”
的奋斗精神。

统筹发展新格局

三亚市崖州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堪称“两千年建置史，八朝州郡治
所”。至今，崖州还保存了诸多的历史文
物古迹，是鹿城文化的根基所在。

近年来，崖州区在三亚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开展崖州文物古建筑修复与保
护等工作，并探索“文化+旅游”发展方
式，着力打造全域旅游文化古城。

如今，崖州中心渔港船舶往来、鱼市
熙攘，一派繁华景象；三亚芒果、三亚豇豆
等一批农业品牌逐渐成形成势，乡村旅
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势
头正劲；三亚“一港三城一基地”（指南山
港、深海科技城、南繁科技城和大学城以
及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
设为崖州谋划了发展的新篇章……

当前，崖州区正全力打基础、添活
力、促升级，奋力开创新时代崖州发展新
局面。三亚市崖州区区委书记林海表
示，崖州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取得更新的、
更大的发展。

古往今来，传承发展，崖州这座琼南
重镇，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区位优
势，从探索“文化+旅游”的发展道路，到
以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古韵崖州正焕发出新区活力，成为三亚西
拓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版策划/肖皇 撰文/惠玲）

三亚崖州区举行2019年端午节传统龙舟赛

古韵崖州 龙舞传情

“五月五，过
端午，赛龙舟，敲
锣鼓，端午习俗传
千古。”端午佳节
洗龙水、赛龙舟，
这一传统盛会在
崖州自古有之。
《崖州志》中记载，
“五月端午，保平
里 有 赛 龙 船 之
举。”“是日，士女
皆 出 港 门 观 竞
渡。”历史上，古
崖州一带的人们
在端午节前后都
会举办极为丰富
的庆祝活动。

重锤锣鼓响，
水上龙舟飞。6月
6日，三亚市“崖州
区2019年端午节
传统龙舟赛”在崖
州区宁远河出海
口段火热开赛。
赛事吸引了许多
崖州区各地群众
到场呐喊助威，共
同品味端午民俗
文化魅力。

6月6日，崖州区2019年端午节传统龙舟赛在三亚崖州区宁远河出海口段举行。 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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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2019年世界海洋日暨
全国海洋宣传日（以下简称“海洋日活
动”）主场活动在三亚市举行。活动
中，围绕“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
物多样性”主题，相关人士倡导“要像
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从理论、实
践以及二者如何有机结合视角，提出
了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

保护海洋资源和海洋生物
多样性是系统性工程

“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
财富和发展空间。”自然资源部总工
程师张占海说，今年海洋日活动的主
题被定为“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就是要积极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提高
对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
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践行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人与海
洋和谐共生，共同守护我们的“蓝色
家园”。

谈及本次海洋日活动主题，张占
海指出：“生物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
生态文明程度、综合国力和高质量发

展能力的重要标志。”
保护海洋资源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既有历史
遗留的老问题，也要面对气候变化等
新的挑战。

那么，怎样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迈向新水平、实现新跨越？

张占海提出六点意见：要坚持陆
海统筹，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实
施海洋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要
进一步作好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监
测与评估，建设海洋生物多样性观测
样区和综合观测站，加快卫星遥感和
无人机航空遥感技术应用，形成天地
海一体化观测网络；要加快建立以保
护地为核心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管理体系，把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
海洋生态系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让
重要海洋生态系统得到最严格保护；
要加大投入，开展红树林、珊瑚礁等
受损生态系统恢复行动，优先安排重
大海洋生态工程投入；要加强宣传教
育，不断增强全社会保护海洋生物多
样性的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海
洋生物多样性良好氛围和行动自觉；
要加强国际合作，推进构建“海洋命
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生物多样性

公约》为核心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国际公约条约，加快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共同发展
蓝色经济，建设绿色、繁荣的海上丝
绸之路。

多措并举开展
海洋保护的具体行动

“海洋孕育了生命、促进了发展，
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宝库，是造
福人类几千年的‘蓝色银行’。”海南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副厅长、省海洋局
局长王利生说，海洋资源丰富，海洋生
物多样性是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子孙后代赖以
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

王利生透露，近年来，海南以“海
岸带专项整治，严格落实环保督查（海
洋督查），推行‘湾长制’，打造蓝色海
湾，完善海洋环境法规条例”等为抓
手，促使全省海洋生态环境持续保持
良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占94.6%
以上，居全国之首。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据了解，近期我省多措并举，开展

海洋保护的具体行动：一是围绕“海岸

带保护开发、海岸防波堤、沿海防护林
等海岸带防护设施建设、填海造地用
海、排污入海、岸线变化”六个方面开
展专项整治和全面整改。二是借环保
督查、海洋督查“东风”，问责106个海
岸带违规审批项目；查处全省围填海
51件案件；对2002-2017年共184宗
填海造地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和整改。
三是围绕海洋生态环境整治，在全国率
先推行“湾长制”，打造“透绿见蓝、透光
见海、透水见鱼”湾美物丰、民乐宜居
的蓝色海湾；四是出台《关于促进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系列
文件，修订《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规定》《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
发管理规定》等，不断完善法规条例。

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
培育壮大特色海洋经济

今年的海洋日活动，是第二次在
三亚举办。谈及缘由，三亚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陈铁军说，这既是自然资
源部对三亚市的高度认可与信任，也
是上级对三亚市依法建设海洋生态文
明的一次全面检阅。

陈铁军说，近年来，三亚在保护好

海洋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海
洋资源优势，着力培育海洋旅游、海洋
生物、海洋可再生资源、海洋工程装备
研发与应用、海洋环保等新兴海洋产
业，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海洋经济增加
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30%以上。
特别是去年以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
的统筹领导下，三亚市加快谋划推动
崖州湾科技城建设，推动以深海科技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
积极的成效。

在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如何培育
壮大特色海洋经济？陈铁军表示，下
一步，三亚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培
育壮大特色海洋经济，重点在海洋旅
游特色化精品化发展、海洋牧场建设
和渔业转型升级、深海基地、油气勘
探、新能源开发、生物制药、海水淡化
和综合利用等方面探索创新、寻求突
破，推动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
技创新体系和重要的海洋新兴产业
发展平台。同时，三亚坚持依法用
海、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
科技用海，加强海洋环境治理、海域
海岛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修复，全面
推行“湾长制”，着力推进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

三亚清洁海滩公益活动举行

“走，到海滩上捡垃圾去！”

“请问您遇到困难时是如何克服
的？”6月6日，历届海洋人物代表在三
亚座谈交流时，三亚外国语学校学生
黄敬廷向2019年度海洋人物韦慧晓
提问。

“遇到困难时首先是不要怕，要把
困难作为成长的阶梯。”海军郑州舰实
习舰长、博士韦慧晓铿锵有力地回答
道，“办法总比困难多，要直面困难，要
相信一定能克服困难。”

韦慧晓在交流互动中，讲述了自
己是如何直面挑战、克服困难的故事。

赴西藏支教，远赴阿里做地质勘
察，深入汶川地震灾区做心理援助
……这是入伍前，韦慧晓曾作为志愿
者到偏远地区的经历，凭着爱心、毅力
和斗志，她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成为军人后，韦慧晓严格要求自
己，多次直面挑战出海训练。从博士
毕业后入伍，到航母副部门长、驱逐舰
副舰长、实习舰长，她付出了无数汗水
和心血，实现了一个个跨越。

同样作为“女汉子”的东海海巡
执法总队“海巡01”轮见习大副詹春
珮，也在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中
成长起来。

“刚上船时，我面对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晕船，一天要吐十多次。”作为90
后的詹春珮，回首往事时却有一股独
有的干练，“一次台风后，经历了天翻
地覆的晕船后，我居然发觉自己从此
不再晕船了！”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专家黄
晖，是一位克服一个个海洋科研难题
的女学者。她在科研岗位上，多次填
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引领和带动了
珊瑚礁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把论文写于蓝色海洋的黄晖，长
期开展野外珊瑚礁生态科考，足迹遍
布沿海省份和相关海域。

近10年来，黄晖主持和负责了多
项科研项目，共发表中英文论文110
篇，其中SCI58篇，并出版了7部专著
（其中第一作者5部），申报国家发明
专利30多项，获得海洋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与这些女中豪杰一样，中海油天

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专家牛成
民，江苏滩涂馆馆长周士辉，三沙卫
视记者王俊皓，中远海运港口阿布
扎比码头委派团队，广东珠江口中
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的鲸豚救护小组，以及 2009 年度、
2010年度、2012年度海洋人物张菁
华、何雅兴、傅文韬，也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讲述各自与海洋相关的精
彩故事。

历届海洋人物代表在三亚座谈交流——

“把困难作为成长的阶梯”

2019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在三亚举行

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6月6日，2019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
传日三亚清洁海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三亚大东
海广场举行。

“爱蓝天，爱大海，让世界更可爱。你也来，我
也来，绘出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心中共同的期
盼。”启动仪式上，儿童舞台情景剧《大海写生》，呼
吁更多人关注海洋环境、关心人类命运的未来，让
爱海护海成为全民的共同观念和自觉行动。

活动中，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志愿者代表宣
读《万人净滩海洋公益活动倡议书》，向社会各界
人士发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倡议，呼吁全社会
形成一种关心海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与生物多
样性的良好氛围。注重人们身边力所能及的小
事，诸如减少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违规捕捞海洋
生物，不购买法律法规禁止的海洋生物制品等行
为，倡导人们共同呵护美丽而神秘的蓝色家园。

本次海滩清洁公益活动除大东海主场以外，
在三亚市小东海、亚龙湾、太阳湾、海棠湾、蜈支洲
岛、崖州湾等地还设立了分会场。蓝丝带海洋保
护协会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在各地同步开展海滩、
海面与海底垃圾清洁打捞活动，志愿者们对捡拾
的垃圾进行了分类并记录。三亚及周边市县等多
家涉海酒店、景区及旅游企业也组织了系列海洋、
沙滩主题活动，积极响应海洋日海滩清洁行动，邀
请市民、游客共同参与保护海洋、亲近海洋。

（本版撰文/平宗）

6月6日，2019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
传日三亚清洁海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三亚大东
海广场举行。图为志愿者在海滩上拾垃圾。

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