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亚沙会
揭秘亚沙会吉祥物运动项目造型
背后的创作历程

“亚亚”的“武艺”
是如何炼成的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徐慧玲 林诗婷

3月 31日，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沙会)组委会对外正式发布亚沙会吉
祥物“亚亚”运动项目造型，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强
烈反响。吉祥物运动项目造型是如何创作出来
的？有怎样的设计考量？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阿
灯动画工作室动画设计团队负责人郑磊。

在当天发布的吉祥物运动项目造型中，吉祥
物“亚亚”化身成一名“全能运动员”，结合亚沙会
17个竞赛大项作出动态的诠释。实际上，吉祥物
运动项目造型设计凝结了集体创作的智慧。郑磊
介绍，“亚亚”体育图标的创作囊括了项目统筹、动
作导演、角色建模师、角色动画师、平面手绘师、后
期合成师等多个角色分工。

设计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吉祥物运动项目造
型历经多轮设计过程。在反复修改中，团队始终
秉持抓住“决定性瞬间”这一特点。

“抓住运动造型‘决定性瞬间’——即抓住每
个运动进行时，恰好能展现此运动项目独特内涵和
意义的那个瞬间。此时所有元素各得其位，均如箭
在弦上，一触即发，我们必须要抓住它。”郑磊说。

以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球类运动为例，最大
程度展示了“亚亚”在接球、运球、传球、射球等过
程中的姿态；冲浪、帆船等动态比较强烈的运动，
则通过合理分配身体重心和四肢的关系，使“亚
亚”立体化呈现，三维空间感更强。

在吉祥物运动项目造型中，“亚亚”时而全神
贯注、英姿飒爽，时而悠然自得、神采飞扬，用灵
动的双眸、热情的笑脸、充满活力的运动姿态，
表达“亚亚”热爱沙滩与水上运动、努力争夺荣
誉的态度。

“一段时间以来，通过与‘亚亚’朝夕相处，我们
与它产生了感情。”郑磊表示，设计团队希望“亚亚”
化作体育交流大使，除了传递力与美、竞技与荣誉，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三亚的热情，传递亚沙会正能量。

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称，吉祥物运动项
目造型将作为赛会视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
广泛运用于体育场馆、市场开发、形象景观工程建
设等多种宣传推广场合。

（本报三亚3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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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马
珂）“米烂米烂看过来！”儋州西部中
心医院援鄂护士们的一张合影，定
格在3月 31日上午11时。合影过
后，她们将随专程来接她们的单位
代表一行回家。当天，我省首批返
琼援鄂医疗队（第二、第三、第五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共258名队员，结
束了14天隔离休整期，终于可以回
家，与家人团圆。

3月17日，海南第二、第三、第五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258人圆满完成
抗疫任务，撤离武汉，平安凯旋。在
湖北期间，第二、第三批医疗队支援
武汉江汉方舱医院，第五批医疗队支
援武汉光谷科技方舱医院，三支队伍
累计管理确诊患者1301例，护理确
诊患者759例，治愈患者558例，并
且做到了全体队员“零感染”。

3月31日隔离期满，一大早，队

员们所在市县和单位的代表，以及省
卫健委相关领导，便赶到队员们居住
的酒店，接送队员们回家。

“啊！苏副书记！”酒店大厅里，儋
州西部中心医院的援鄂护士们看到了
专程来接她们的医院党委副书记苏林
光，高兴得跳了起来。曾经带领武汉
方舱医院患者跳儋州调声的西部中心
医院护士薛丽梅，现场又带领队员们
跳起儋州调声，表达喜悦心情。

“今天就可以回家了，太高兴了，
我好想念妈妈做的鱼。”1990年出生
的薛丽梅脱下防护服、摘掉口罩，露
出了美丽的面容，她说自己欠家人一
顿年夜饭，“今天回家可以补上了。”

“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家！”3月31
日下午3时30分，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外科大楼门前，举行了一场简
短不失庄重的欢迎仪式。“你们和你
们的家人都付出了太多，我代表医院

感谢你们！”该院院长李丽一段深情
的讲话，使队员们流下了眼泪。很多
队员的家人也早早到了现场，等待接
亲人回家。围观的医院患者和家属
也纷纷给队员们致以掌声。

“我们后面还会有队员陆续结束
隔离，每一批隔离期结束，我们都会
用同样热烈的方式接他们回家！”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冯琼
说。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卞艳臣 罗欢 刘湃）省大
数据管理局积极拓展健康码功能和应
用，将其逐步升级为各类资源在线汇
聚与社会治理能力输出的公共服务平
台。目前，健康码已经实现了消费、医
疗、公共交通等多个场景的应用。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31日从省大数
据管理局获悉的。

3月20日，海南省健康码实现与

海口公交乘车码、实名登记码“三码合
一”，市民可以在乘坐公交车时实现亮
码和支付“一码通行”。市民在乘坐公
交车时，向司乘人员出示健康码绿码
后，可使用该码直接进行扫码支付，避
免多次扫码带来的不便。

3月26日，海南健康码实现和省
医院微信小程序的技术对接。市民在
网上预约挂号时，系统将会自动获取
最新的健康码状态，绿码可正常网上

挂号，黄码需到现场测温后进行人工
挂号，红码则需到发热门诊就诊，为市
民看病就医时防止交叉感染和疫情扩
散，恢复正常诊疗秩序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3 月 27 日，海南健康码实现与
智能卡口人脸识别的前端对接，推
动智能卡口人脸识别“主动感知”的
实施应用，完成海口美兰机场 2号
航站楼健康码智能核验设备的试

点，加快通行效率；并可开放统一接
口，应用在企业、社区、学校、关键卡
口等领域，特别是有利于下一阶段的
学生复学工作。

早在3月22日，海南健康码就与
中免、海免离岛免税购物对接上线，3
月25日完成离岛免税的补购场景对
接，“健康一码通”正在向“消费一码
通”转换。据悉，市民可通过“健康一
码通”，领取专属优惠券。截至3月

31日，已有4家免税店、3家商场、94
家餐饮店上线，离岛免税场景访问量
近7万人次。

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健康码将陆续拓展到更多领域，逐
步实现在信用、消费、医疗、政务等
领域的高频应用，通过促进公共服
务、商业服务互联互通，为海南经
济社会秩序快速恢复、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我省积极拓展健康码功能和应用，已对接消费、医疗、公共交通等多个场景

海南健康码实现“一码多用”

我省首批返琼援鄂医疗队258名队员隔离期满回家团圆

终于可以补上一顿“ ”

一男子假卖口罩诈骗
获刑1年1个月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潘
春培）3月31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一起涉疫犯罪案件，并当庭宣判。被告人
黄某祝因虚构销售口罩事实，骗取他人财物，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2月11日，黄某祝通过微信
发布出售口罩的虚假广告，李某看到后便加黄某
祝为微信好友。在聊天过程中，黄某祝虚构有3
万只现货口罩的事实，李某信以为真，向其指定账
号转账人民币1.7万元，作为预订7000只一次性
口罩定金。黄某祝收到款项后随即将李某微信拉
黑，并将诈骗款项用于个人花销、赌博。2月20
日，黄某祝父亲退还李某1.7万元，并赔偿人民币
3000元，取得被害人谅解。2月24日，黄某祝到
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投案。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祝在疫情期间虚构事
实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妨害疫情防控工作，应酌
情从重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黄某祝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首届“e海瑞评”大赛
第二轮话题出炉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冉苗俊 苏靓）海南首届“e海瑞评”网评大赛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开赛一个月
以来，第一轮话题投稿3000余篇，来稿形式多样，
佳作频出。大赛的第一轮比赛已于3月31日结
束，第二轮比赛时间确定为4月1日至4月30日，
赛事主题确定为“祝福你，自贸港”。

第二轮比赛期间，广大读者可以结合“祝福
你，自贸港”话题，谈谈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故
事，奋斗历程与心得，以及对海南的祝福、建议、愿
景等。

据悉，海南首届“e海瑞评”网评大赛将从3
月1日持续至11月30日，每个月分别设置不同
的话题，每个话题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
名，三等奖三名，由全国知名评委每三个月评选
一次。一等奖奖金 3000 元，二等奖每名奖金
2000元，三等奖每名奖金1000元。全年比赛
结束后，将评选出优秀组织奖10个，颁发荣誉
证书。

大赛要求参赛作品为短评，字数不超过800
字，评论形式不限，鼓励运用新媒体语言和形式，
题目自拟、主题鲜明、观点正确、逻辑严密，体现新
媒体和网络评论的传播特色。作品须为原创作品
且在2020年1月1日前未在媒体上发表。网友
可通过邮箱（hnwpds@163.com）、“网信海南”官
方微信号、“南海网”官方微信号、南海网官方网
站、南海网客户端参与投稿。

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海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
办，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承办。

援鄂，义无反顾；归家，百感交集

爸爸妈妈，终于等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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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英雄团圆

3月31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援鄂医疗队员游传华（右）和
妻子、女儿在一起。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31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援鄂医疗队员李喆（右二）与
家人团聚。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儋州西部中心医院援鄂医疗队员邓东
梅（右）与同事拥抱。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 本报记者 马珂

出发援鄂，他们肩负使命，不知
归期。终于归家，他们携着荣光，赴
一场期盼已久的团圆。海南日报记
者跟踪采访，记录了两名援鄂医疗队
队员回家的珍贵瞬间。

“孩子长大了好多”

3月31日，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月子中心负责人李喆早早起来
收拾行李。“这段隔离休整期里，我们
把在武汉特别想吃的，都吃了个遍。
海南粉、炒粉、陵水酸粉、清补凉……
回海南的感觉真好！”李喆笑着说。

“休整期，也会时不时想起在武
汉奋战的日子。”李喆说，在武汉期
间，印象最深刻的是方舱医院休舱的
那天。从每个人的脸上，都能读出一
种胜利在望的喜悦。

11时30分，医院的车辆将李喆
送到了家门口。她的母亲、丈夫和女
儿捧着鲜花，站在小区门口等候。

“妈妈！”8岁的女儿朵朵穿着红
色的裙子，带着红色的头花，扑到李
喆身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捧着鲜花、牵着女儿，李喆走在
小区里感觉“恍如隔世”。“走的那天
是2月4日，也是中午，天空下着小
雨，冷冷的，对于未知的征途，心里充
满的不是害怕，而是紧张。”李喆边走
边说。

迈进家门的一刻，李喆不由自主
地笑了：“嚯！真干净啊！”老人和丈
夫忙碌着收拾李喆的行李，朵朵一直
围绕在妈妈身边，送上了早就准备好
的花环，还有她给妈妈的一支舞蹈。
《听我说谢谢你》音乐响起，朵朵跳了
起来，李喆不由自主地和孩子一起跳
了起来。

“妈妈走时，我以为她只是出差，
后来才知道她去了武汉。”朵朵说，自
从知道了妈妈去武汉一线，她将看动

画片的时间，全部换成了看新闻，“看
了新闻，我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能回
来。”

朵朵说，她为妈妈感到骄傲，她
也和自己的小伙伴们说过，妈妈是抗
击疫情的白衣天使，白衣天使可以保
护别人，给别人带去健康。

“两个月没见，感觉孩子长大
了好多。”李喆抱着女儿，久久不愿

撒手。

“这段经历铭记一生”

3月31日下午，海医一附院外科
楼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
员、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
主任游传华站在医疗队中，参加医院
安排的欢迎仪式。不远处，一个小女
孩一个劲地挣脱妈妈的手，冲到游传
华面前，喊了声“爸爸”！

当游传华抱起女儿时，女儿在他
脸上亲了个遍。这一幕，也成为欢迎
仪式上的焦点。

游传华的爱人是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麻醉复苏室护士长陆雪
飞，两人都是湖北人，于2010年全家
搬到海南。

“家乡有难，不能不去！”疫情初
期，陆雪飞先报名支援湖北，但就在
她准备出发的时候，却被告知因为鼻
腔黏膜有损伤暂时无法参加支援。

“非常失落。”谈及当时的心情，陆雪

飞仍有些许遗憾。可没几天，身为国
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海南）队员的丈
夫游传华就接到了“出征”的命令。

“说真的，一开始还是很担心，但
是后来我了解到，医院对他照顾得很
好，我就放心了。”陆雪飞说。

“客厅灯坏了，马桶也坏了，我怕
我再晚回来一个月，家里电器都坏完
了。”游传华笑着说，维修家里的设
备，成了他回家后的首要任务，“去武
汉，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儿，老婆这
段时间辛苦了。”

回海南后不久，有个陌生人添加
游传华为微信好友，聊天后才知道，
对方是游传华在武汉照顾的一个患
者。如今患者已经康复，不知从何处
找到了游传华的微信号，就为了在微
信上和他报个平安。

“还是挺感动的，这段经历，我将
铭记一生。”游传华说。

（本报海口3月31日讯）

⬇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迎接返
琼援鄂医疗队员结束隔离期回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