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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 11月 21日电 （记者李佳飞）

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本

周日 7 时 30 分开跑，海南日报记者 11 月

21 日从组委会获悉，文昌站赛事医疗、交

通、安保等保障工作已完成，赛道设置工作

正在紧张进行中。

为保障此次比赛顺利进行，对于现场的

安全维护工作，组委会已经做好详细的安保

工作方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维护好活动

现场及周边治安秩序，将各项安全保卫措施

落实到位。针对现场突发事件处置要果断、

迅速、稳妥，将损失和负面影响控制到最低

限度，维护好观众的秩序与安全。”据活动

现场安保服务总指挥介绍，此次活动现场共

配置60名保安员。

活动现场共设置3个能量补给点，其中2

个设置在赛道途中，1个设置在起终点。医

疗方面，将由专业救援队和文昌市医疗系统

为现场人员提供医疗保障。据救援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活动现场将安排2个医生、4个

护士、2辆救护车以及2台除颤仪。同时，文

昌市医疗系统也将派出2辆救护车，每辆车

配备1名医生、2名护士以及2台除颤仪，全

方位保障参赛人员安全。

11 月 22 日起参赛者可凭参赛号短信

及本人身份证件前往文昌排球馆领取装

备，领取时间为 11 月 22 日、11 月 23 日 10

时至 18 时。参赛装备包含参赛T恤、号码

簿、芯片（10公里）、抽绳包、参赛指南等物

品。如在规定时间内，本人无法到达现场，

可委托他人领取装备，领取时需出示其代

领人身份证件、报名者身份证复印件及报

名者参赛号短信。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本次活动报名的

1548名选手中，男女比例为3：2，参赛选手年

龄集中在20岁至40岁之间。报名选手中，有

多个热爱运动的家庭将全家上阵。

“在家乡举行的健跑活动，我肯定要参

加。”在海口工作的陈宇峰，老家在文昌市

抱罗镇，这次他报名参加文昌站个人 10公

里组比赛。今年 36岁的他，平时就有健跑

的习惯，已坚持多年，他对文昌站的比赛充

满信心。

跑友们注意啦

“奔跑海南”文昌站
今起领取装备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原
中倩 通讯员吉秋平）11月21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万
宁市南林医院违规办理医保，存在涉
嫌虚构治疗项目和数量，虚增、多收费
用；心理治疗记录单签名存在非医嘱
医师或他人代签情况；病历治疗单或
记录单存在疑似补记录的情况等问
题。近日万宁市医疗保障局依照相关
规定对该医院作出相应处罚，追回医
疗救助基金及罚款71.5385万元。这
是我省医疗保障部门今年开展打击欺
诈骗保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查
处的欺诈骗保案件之一。

今年以来，我省医疗保障部门持

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行为高压态势，
通过专项整治、实地检查、交叉检查、
飞行检查、举报奖励等方式，打击欺诈
骗保取得显著成效，查处了一批欺诈
骗保案件，依法处理相关的违法机构
和人员，并将部分典型案件予以曝光。

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县医疗保障
局检查定点医疗机构2434家，审核扣
款 1165.82 万 元 ，追 回 医 保 基 金
121.26万元，处理定点医疗机构395
家，暂停定点医疗机构资格12家，取
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6家，在媒体曝
光违规定点医疗机构39家。国家移
交线索由我省查处的6宗涉嫌欺诈骗
保案件全部查办完毕。

我省持续加大打击欺诈骗保力度

121.26万元医保基金被追回

11月21日晚，琼海市首届校园舞蹈节在嘉积镇举办开幕式晚会。舞蹈节将持续至12月5日，期间将举办16
项活动。

开幕式晚会以“守望祖宗海”为主题，分为上篇—千年更路情、中篇—碧海椰涛远、下篇—悠悠家园梦和尾声
—永远的守望四个部分，由12个节目串联而成。演员来自琼海本地舞蹈工作室和学校，充分展现了本地成熟的
舞蹈艺术水准。舞蹈节将持续至12月5日，将开展中小学校园舞蹈展演、舞蹈教学剧目专场、颜业岸舞蹈名师工
作室舞蹈专场、舞蹈编创课堂、中小学舞蹈论文评比、舞蹈美育教育研讨会、特邀嘉宾讲座等等16项活动。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图/本报记者 袁琛

琼海市首届校园舞蹈节开幕
将持续至12月5日

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

本报汕头11月2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吴小静）2019首届亚洲
暨全国冲浪锦标赛11月19日在广东
汕头南澳岛开幕，在11月21日举行
的亚洲冲浪锦标赛男子长板决赛中，
来自万宁日月湾的国家冲浪队选手黄
玮斩获男子长板项目冠军。值得一提
的是黄玮的夺冠不仅是此次比赛中国

冲浪代表队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中
国队在国际冲浪大赛中获得的首枚金
牌。

黄玮于1994年出生在万宁日月
湾，2017年加入国家冲浪队，曾代表
国家冲浪队出征2018年 ISA世界长
板冲浪锦标赛，荣获过2018年全国冲
浪冠军赛男子长板第一名、2017年全

国冲浪锦标赛男子长板第一名、2016
年中国冲浪巡回赛总决赛中夺得男
子长板第一名等冲浪奖项，是一位身
经百战的优秀冲浪运动选手。

据了解，本次亚锦赛共有8个国家
和地区的数百位运动员参加，其中将有
超过一百名选手在男子、女子长板、短
板，U20男子、女子短板等项目上进行

冠军争夺战。比赛首先进行三到四人
一组的预赛，经过五个比赛日的争夺，
将在23日陆续决出各个项目的冠军。

同时，来自国内十三个省市和社
会公开组的210名运动员将参加全国
赛各个项目冠军的争夺战，全国赛分
为公开组，U18组，U15组和接力赛四
个分项，设立了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组

别，也是国内冲浪好手一次全方位的
展示和比拼。

此外，海南冲浪队其他几名选手
在参加亚洲冲浪锦标赛中也获得好成
绩：黄耀书获男子长板决赛第三名；王
馨蕊获女子长板决赛第三名，张琪琪
获该项目第四名；板秋灼获男子短板
决赛第五名，黄云翁获该项目第七名。

首届亚洲暨全国冲浪锦标赛在广东汕头举行

万宁小伙为中国斩获国际冲浪大赛首金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陈家漠）“经过这几
年种植冬瓜、辣椒等冬季瓜菜，今年
我们大安村37户贫困户全部实现了
脱贫！”11月20日上午，在2019年昌
江黎族自治县产业扶贫现场会上，海
尾镇大安村支书、产业扶贫带头人陈
义宏说。

据悉，大安村从2015年起确定
了“抓党员促示范、以产业谋发展、向
土地要效益”的脱贫发展思路。截至
目前，全村37户贫困户已全部实现
脱贫。

据统计，2019年昌江共安排产业
扶贫项目143个，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4474.38万元。

今年昌江安排4474万元
用于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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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微评：让“李鬼”APP无门可入。
手机应用市场也有“李鬼”！一些高仿APP
令人难辨真假，致使不少用户中招。打击高
仿APP，需要多向发力，尤其要加强源头治
理。各大平台应完善审核机制，履行好审查
义务，让“李鬼”无门可入。

@中国青年报：让最卑劣的性侵者付出
代价。近日，湖南祁东县曝光一起多人性侵
未成年女孩的恶劣案件。犯罪嫌疑人不但
伤害了孩子，还将不幸的家庭往黑暗深渊里
狠推了一把，必须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保
护未成年人需要每条法律条款都掷地有
声。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环节携手
努力，严格依法履行职责，才能避免未成年
人沦为不法分子的“猎物”。 （韩 辑）

当寒流自北向南把大半个中国
笼罩，琼州海峡一侧的海南岛正暖意
融融。来自长城内外的人们在这里
尽情奔跑、与浪共舞。海南便是这样
一个处处充满动感，燃烧激情与活力
的地方。

如果给人启迪的文化是海南的
“静”之美，那么让人兴奋的体育便
是海南的“动”之美。“旅游+体育”，
正在打造美丽海岛新特色，打开海
南旅游新图景。这里有一年四季大
小规模不等的马拉松赛事，充满活
力的跑者奔跑在阳光下、海浪边，连
汗水都带着大自然的味道。这里有
被称为海南“三大赛”的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海南高尔夫球公
开赛和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高

水准赛事彰显海南国际范儿。前不
久，三亚夜空中闪亮的无人机组成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会徽形状，
发出来自美丽“鹿城”的浪漫邀请
……越来越多的大型体育赛事在海
南成功举办，越来越多的运动健儿
在海南挥洒激情。来到海南，人们
总会在这座浪漫又富有激情的小岛
上找到年轻的活力。

海南旅游的动感与活力不只属
于专业的运动健儿，还属于每个旅行
者。入选 10 个中国新美步道的万宁
兴隆国家绿道，全长 138 公里，在这
里，无论是快跑还是慢走，人们都可
以在“慢”的悠闲自得和“快”的激情
跃动中自由切换。近年来，海南利用
山、海、岛、沙滩、峡谷、互联网齐备的
优势，精心培育类型多样、独具特色
的旅游项目。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
尽情体验潜水、海钓、冲浪、帆板、帆

船、摩托艇、电子竞技等运动，还可以
穿急流、越险滩，登高台、眺远方……
人们越是沉浸在这激情四溢的节奏
当中，便越会发现这里不仅是充满活
力的度假天堂，还是放飞心灵的悟道
之所。大汗淋漓时面对平静的海洋，
艰难跋涉中穿过古老的森林，夜晚狂
欢后仰望闪亮的星空，人们的心灵将
在这片山水之中获得有意义的解放
和全新的抵达。

随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加快，海南旅游被赋予了更多想象。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实施方
案》指出，全面推进体育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建立完善的体育旅游产品
体系和产业政策体系，建设国家体育
旅游示范区。未来，沙滩运动、水上
运动、赛马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户
外运动等项目将进一步丰富，热气
球、直升机、水上飞机等通航观光体

验和翼装、滑翔、跳伞等航空运动将
异军突起，前往西沙来一场海岛游，
见证祖国海疆辽阔不再是梦想：海南
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包含海陆空各种
旅游体验的活力之岛、旅游大省。在
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进程当
中，超越国界和不同肤色、不同民族
的“旅游+体育”，将有可能一马当
先，轻骑突进，成为架起沟通合作之
路的一座桥梁，成为海南递给世界的
一张名片，成为新时代海南对外开放
新航船上的一支桅杆。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当陶
渊明从压抑和苦痛中走出，自然之美
让他欣喜，也给他慰藉。面对平淡的
生活，我们需要一些活力，我们的生命
需要重新沸腾。来到这片天高海阔的
地方，你终会发现，这里有生活的另一
种状态，也有一场平淡与激情、现实与
想象的哲学对话。

旅游更有动感 海南让人嗨起
■ 李豪杰

危险交易

漫
画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作图/璩诗岭 来源/河南日报

据《南国都市报》11月20日报道，儋州
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水政大队原负责人刘
某平、水政大队春江组原组长麦某慧二人利
用职务便利，向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收
受好处费，受到法律的制裁。

刘某平、麦某慧身为基层执法人员，本
应当好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铁拳
头”，却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违法犯罪分子
的“保护伞”，直接导致突袭检查扑了空，监
管防线失了守，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
我们当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

刘某平、麦某慧为违法犯罪分子充当
“保护伞”，实质是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这
种行为极为恶劣，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
害人民的利益，对其要坚决予以深挖彻查，

严厉打击不手软。
刘某平、麦某慧案也给了我们启示，即

有的权力看似不起眼，也有可能被当成以权
谋私的工具，异化为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
伞”。这说到底，还是缘于极少数执法人员
自身思想意识“滑坡”，手中权力缺乏有效监
督，在钱色、利益的引诱下，与违法犯罪分子
结成“瞎子背瘸子”的利益共生体，不惜触犯
党纪国法。

权力再小，同样维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坚决打击腐败现象，就要盯紧权力，严
打“保护伞”。一方面，执法人员要对权力心
存敬畏，牢记“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
用”的原则，坚持“珍惜权力、管好权力、用好
权力”，不越雷池半步；另一方面，要强化对
权力的监督，对任何腐败及时亮剑，保持严
查快办、深挖彻查的高压态势，严肃党纪国
法，全力打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严打“保护伞”不手软
■ 覃兰

这年头，没陪孩子读过几本绘本，
都不好意思加入亲子话题的聊天。列
清单、囤童书这部分工作，已被一些
85 后、90 后年轻父母提前到备孕阶
段来进行。童书到底有多热，市场是
最灵敏的感应器。就在刚刚闭幕的
上海国际童书展上，北京开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少儿图书在整体图书市场中
的码洋比重为26.05%，继续保持正向
增长。

好的童书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
孩子最早的“美商”启蒙，培养孩子的
想象力，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也建造孩
子与社会的情感连接。责任、勇气、自
信、死亡这些宏大且永恒的人生命题

乃至世界观的树立等，都悄然潜藏在
一个个精心铺展的故事中。或许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儿童文学家柳
田邦男提出“人的一辈子有三次读童
书的机会”的观点。他认为，我们自己
是孩子的时候、自己抚养孩子的时候
还有生命即将落幕的时候，“我们都会
出乎意料地从童书中读到许多可以称
之为新发现的深刻意义”。

童书蛋糕越做越大，国内市场格局
也早已不再是专业社一家独大，几百家
出版社先后抢占童书市场，都想要分得
一杯羹。但热闹和繁荣背后，进口多国
产少，老书霸榜新书难入榜等结构性隐
忧也不容忽视。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
与大众的日常体验基本吻合。在笔者
对身边年轻父母所做的小型调查中，引
进版童书占据了孩子书架的一半还多，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九成的父母会优

先选择购买引进版童书。
家长青睐引进版童书，和我国童

书市场起步晚不无关系，同时也暴露
出国产童书发展中的问题和短板。近
年来，擦亮国产童书这一品牌已经成
为国内童书出版界的自觉，但优秀人
才队伍不强、原创内容生产乏力等问
题远不是短期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尤
其是有的童书出版机构不潜心做原
创，而是想方设法钻知识产权保护的
空子，发挥“蹭经典”“打擦边球”之能
事，热衷挣快钱，严重损害了国产童书
的品牌，加深了一些家长对国产童书

“粗糙”“不高级”的刻板印象。
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瑰丽

奇妙的神话故事、形形色色的传说民
俗等，是原创国产童书的“IP 富矿”。

《团圆》《北京的春节》《妖怪山》《给孩
子的故宫系列》等深挖“中国元素”的

童书甫一面世就广受好评，那些在图
书创作中做足“中国味”文章的童书凭
借较高的辨识度和美誉度，也总是能
成功吊起市场的胃口。当然，正如儿
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小人书”也不
是低智版的成人故事书，它需要创作
者投入更多的智慧，倾注更多的心血，
敬畏专业，尊重规律。那些仅想把国
产童书做成快消品，随意拼贴中国元
素，徒有其表而无思想内核的“垃圾食
品”，迟早会被市场抛弃。

“小人书”不是小问题。图书市场
应给孩子们的书架更多更好的选择，
为迫不及待要去打量这个世界的孩子
们送上一套合用的“组合镜头”。

（来源：光明日报）

孩子们的书架需要怎样的童书
■ 王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