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牙叉6月25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6 月 25日上
午，端午假期的首日，两架阿若拉固
定翼飞机从海口甲子通用机场首飞
至白沙黎族自治县，并在白沙主城
区盘旋，然后降落于位于元门乡的
海南金林白沙国家航空飞行营地。

这也意味着位于白沙的这一飞行营
地迎来了首飞。

据悉，此次首飞空中直线距离
约109公里，飞行时间为35分钟，
航程中可尽览琼北火山、松涛天湖、
热带雨林等美景。当天，活动主办
方还邀请白沙援鄂医护人员、市民

代表、游客代表等分批次体验飞行
活动。

据了解，本次航空体育飞行活
动是2020年白沙端午节系列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安排，6月
25日至27日，白沙还举办端午嬉龙
水嘉年华活动、消费扶贫“春风大行

动”活动、羽毛球公开赛、白沙黎族
苗族民俗乡村旅游等端午节系列活
动。本次活动由白沙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主办，白沙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海南中部白沙通用航空机
场投资有限公司、海南瀚翔通用航
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等承办。

国家航空飞行营地迎来首飞白沙

旅游文化节
搅热美丽乡村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吉美琪）洗龙水、划龙
舟、包粽子……6月25日，“粽情相
约，情满乡园”我们的节日·端午—
文昌市2020年乡村旅游文化节在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的龙泉乡园
举行。

在龙泉乡园共享农庄手工体
验区，孩子们围坐在桌前，面前的
粽叶、糯米、猪肉、蛋黄已备齐整，
包粽子阿姨手把手给孩子们示范、
讲解。

当天，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的
乡村集市也在葫芦村热闹开张，集
结了当地特色旅游扶贫农副产品
和美食。

文昌

绘画过端午
➡6月25日，文昌东路镇，

孩子们一起在纸伞上绘画，通过
手工劳动体验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6月25日，“约海口‘惠’
打卡”2020海口商旅跨界营销系
列活动在海口火山口举行。海南
47位热门主播联动在海口景区
开展直播，并在直播间推出景区
门票优惠抢购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邀您游海口

儋州

本报那大6月25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端午节假期期间，儋州
市以夜市消费拉动夜间经济发展。6
月24日晚至27日晚，在西部众人海鲜
广场、文化路八街夜市和那恁路夜市，
连续4晚举办丰富美食文化活动，令市
民和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那大镇文化北路八街夜市占道
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规划大小摊位

160个，可容纳1500人同时就餐，免
费公共停车场拥有500多个车位，是
儋州那大镇主城区新增的市民夜间
消费重要场所，6月24日正式对外
营业。“与别的夜市不同，我们利用断
头路的尾端，投资新建宽18米、深
15米的大舞台，配备齐全的灯光和
音响。”6月25日，夜市负责人李全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天晚上举办文

艺晚会，表演儋州调声、歌舞节目，每
天1万多人来夜市消费，夜市经营到
第2天早上6点钟收摊。

6月24日晚，2020年第4届北
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粽
情端午”系列活动的儋州市2020年端
午节特色歌舞展演，在西部众人海鲜
广场举行。西部众人海鲜广场特地搭
建了特色产品和美食一条街，设置29

个展柜，展出儋州粽子、鸡屎藤面、海
儋土糖、跑海鸭蛋等儋州特色海产品
以及扶贫农产品，推出很多特色小
吃。负责人陈才刚说，推出498元吃
价值888元的龙虾套餐活动，吸引市
民和游客消费。搭建舞台表演歌舞节
目，儋州调声《儋州好儋州美》、歌曲
《海南好风光》、舞蹈《久久不见久久
见》等上演，为夜间消费助兴。

歌舞伴着美食 饱了眼福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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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报告1例境外输入性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马珂）6月25日，
海南省卫健委通报，2020年6月25日，海南省海口
市报告1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为
乘坐临时任务航班回国的中国籍人员。由于海口
市事先做好了充分准备，该感染者及同机乘客自入
境时起，即接受闭环健康管理，未与海南社会其他
方面有任何接触，目前均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李某某，男，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留学生，
国内居住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小区。其于
北京时间6月23日23：50乘坐临时航班从莫斯
科起飞，于24日8：30分抵达海口美兰机场，途中
一直佩戴口罩。到达美兰机场后海口海关对其进
行核酸采样检测，后由专车接送到指定酒店隔
离。下飞机时体温正常，身体无异常。6月25日
凌晨海口海关检测结果显示为核酸阳性。目前已
转至海南省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我省开展全国土地日系列宣传活动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今年6月25日是第30个全国土地日，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
线”为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宣传活动。

通过电视直播访谈节目，解读宣传我省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举
措和成效；举办纪念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讲座，并
为省土地学会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分会揭牌……
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开展系列活动迎接全国
土地日：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在美兰区灵山镇农贸市场举行宣传活动，
现场发放宣传折页、详细解答群众咨询；儋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则组织走进儋州市第一幼儿园上
了一堂“从小开始 从我做起”的土地日宣讲课。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还充分利用厅微信公众
号、新浪微博平台及时转发全国土地日相关活动
信息，并参加自然资源部宣教中心组织的“不一样
的土地 同样的珍贵——纪念第30个全国土地
日”快手直播活动，将富有海南热带岛屿特色的耕
地资源——五指山牙胡梯田，通过快手直播平台
向全社会进行展示和推介等。

关注端午小长假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习霁鸿
特约记者 林先锋

每月生活花费不超过200元，
你能做到吗？老郑能做到！

3块石头垒的灶，市场上捡来的
菜叶，没有枕头的木板床……能省
则省，老郑对自己的抠门是出了名
的，但对别人，他却是慷慨的。这
不，6月25日，他买了一箱粽子，给
敬老院送来了。

早晨，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敬老院，远远听见熟悉的自行车铃
声，护工苏秀梅朝着院子大喊一声：

“大伙儿快出来，老郑又来了！”连喊
几声后，虚掩的房门陆续被打开，摇
蒲扇的手慢慢停下，老人们高高兴兴
地走到了院子中央的杨桃树下。

被老人围拢的人，就是69岁的
老郑——郑健。和过去几十年一
样，老郑还是穿着一身环卫工作服、

一双几元钱的塑料鞋。他支好自行
车，从后座搬下一个纸箱子，招呼
着：“今天是端午节，我给大家拿一
些粽子来。”一口海南话里依稀可辨
海口城区的口音。

是的，老郑是正宗的海口城区
人，1969年作为知青到了三门坡镇
谭文墟（原琼山县谭文镇）。在那之
后，老郑把谭文当成了家，把谭文的
乡亲当作了家人。谁家有需要，他
就过去搭把手，或者送点钱物，渐渐
地，城里人老郑成了谭文墟上的熟
面孔。

灼热的阳光经过树叶的过滤，
温柔地洒在老人身上。粽子被送到
老人手里。“我买了40个，大家喜欢
吃就多拿些。”老郑边发边说道。

“咦！又买那么多？”86岁的杨
名史凑过来，“多少钱一个？”“8块，
店主知道我做好事，打了八折呢！”
老郑满面笑容地说。“咦！那得花掉
你好几百块钱啊。”敬老院院长周绪
清说。

虽然心疼老郑花钱，老人们心

里清楚，这是怎么都劝不住的。孤
寡老人杨名史在这家敬老院里呆了
20个年头，这20年来，每个节假日，
老郑都会如期出现，带来的有时是
好吃的，有时是钱，还有他自己养的
鸡。“你就是最好的好人。”杨老扒着
老郑的肩膀感慨道。

和老人们聊了会儿，老郑骑上
自行车，准备回家。沿途，他特意绕
去各个背街小巷瞅了瞅。虽然他早
晨刚刚清扫过，但今天过节，老郑猜
测垃圾会多些，也许下午还需要再
扫一遍。

在谭文墟，辗转多家单位，老郑
最终定在了环卫站。退休后，闲不
住的老郑又义务承担起背街小巷清
扫工作。在墟上溜达了一圈，摸清
楚了垃圾量，老郑才顶着太阳回家
吃饭。

所谓的家，其实是一间宿舍。
椅子是捡来的，蚊帐是破了洞的，一
小串黄皮是从菜市场捡来的，干瘪
得如同老人的脸。一张毛边的草席
摊在几块木板铺成的床面上，连枕

头也没有。
在宿舍前停好车，老郑往院子

深处的一间废旧瓦房走去。那是他
的厨房。其实宿舍里本可以做饭
的，但老郑不想多花钱买煤气，便寻
了这间瓦房，自己垒灶、拾柴生火。

瓦房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窗
棂密得很，透进来的光十分有限，哪
怕在炎夏正午，里头也是黑漆漆的
——为了省钱，瓦房里没拉电线。
老郑只能借着门外透进来的一点光
亮生火。老郑操着一柄不锈钢勺炒
菜。这柄勺一物三用：炒菜、盛饭、
进食。在老郑看来，筷子、锅铲都不
是必需品，不必花钱置办——孤身
一人的老郑对生活上的要求实在是
低！那么，一个月1600元的退休金
都花在哪儿了？除了给敬老院的老
人们买东西外，老郑还时常捐款，地
方受灾了、镇里要建设了，他都主动
掏钱，有时几百元，有时上千元。

老郑印象中的第一次捐款还要
追溯到1980年代，那时海南有一个
地方发水灾，老郑心里着急，便从攒

下的工资里抠出不少捐出去。2008
年，汶川地震，老郑又二话没说去银
行汇了款。怕震中群众不方便，从
不给自己买衣服的老郑还专门买了
衣服捐赠。受灾了，他捐，有利于民
生的，他也捐。谭文墟建文化广场
时，他也捐了 1000 元。几十年下
来，一共捐出了多少钱，老郑没有统
计过，他只要求每个月花在自己身
上的钱不能超过200元。

饭后，老郑习惯看一会儿书。
他的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外，其他空
间几乎都摆满了书籍和报纸。没有
椅子，他把桌子直接靠在了床边，伸
手就能够到书本。桌子上，堆放着
一摞证书，见证着他的荣光：中央文
明办“中国好人”、海口市优秀共产
党员、海南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表彰大会标兵，以及2013年“海
口好人榜”助人为乐好人等荣誉。

“这些年来我看了一些书，受到
很多英雄人物的影响，雷锋、欧阳
海、董存瑞，都是我的榜样。”老郑
说。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抠门”老郑的“奢侈”端午
全省司法戒毒系统
举行戒毒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
文献 逄金霞）6月24日，全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禁
毒宣传活动在各戒毒所同时举行，宣传形式既上
云端、又接地气，受众面广、针对性强，高潮不断、
亮点纷呈。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一看，瞧一瞧，毒品
危害不得了”“停一停，看一看，用您10分钟的驻
足，守护孩子一生的幸福。”随着一声声嘹亮的吆
喝声，大量群众不约而同地走到禁毒宣讲“地摊”
前，争相了解毒品知识，观看仿真毒品。6月24
日省府城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在省戒毒管
理局定点扶贫单位——儋州市王五镇街头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地摊”式普法活动。

此次宣讲活动包括禁毒宣誓、禁毒知识讲解、
发放禁毒宣传手册以及禁毒签名，“吆喝”宣讲很

“接地气”，“地摊”普法极具“烟火气”，引来大批农
民朋友热情围观，现场接受咨询300余次，发放宣
传品300余份。

省戒毒管理局积极引用当下流行的网红直播
模式开展禁毒宣传，特邀请海南禁毒形象大使、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主持人萝莉菲联手全省

“蒲公英”禁毒宣讲团成员在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
所开展主题为“走进戒毒场所，讲好戒毒故事”的

“云端”普法活动。活动采取与戒毒场所封闭管理
区内外连线的方式，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利用真实
案例阐述吸毒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普
及禁毒戒毒知识，收到良好社会效果，在短短一个
半小时的直播过程，引得2000余名网友在线观看
和互动，直播点赞量超过5000人次。

省教育厅积极开展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李梦楠）6月23
日下午，“6·26”国际禁毒日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
行——校园行主题活动在海口市义龙中学举行。
这是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要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之一。

活动中，省教育厅、海口市教育局、海南省学
校毒品预防教育协会等部门和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到校观摩毒品预防教育示范课并召开学校毒品预
防教育工作专题座谈会，就相关学校创建省级毒
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的情况，和在省级毒品预防
教育示范学校评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
互动交流，为进一步做好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省教育厅高
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坚持“关口前移、预防
为主”的禁毒工作方针，重在学校、深入家庭、走进
社会，推动校内外共同构筑禁毒防火墙，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力争到2022
年，全民禁毒知识知晓率达到95％以上，各地专
门从事禁毒宣传教育的社会力量占当地常住人口
3‰以上，人民群众对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满意率
达到95％以上，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人数占涉
毒违法犯罪总人数比例低于0.2％。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尤
梦瑜）炎炎夏日，还有什么能比水上
运动更解暑？端午小长假，各式各
样的水上运动成为许多人的不二之
选。6月25日，端午小长假第一天，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万宁、三亚等
多个水上运动俱乐部和景区了解
到，水上运动参与人数均保持在高
位数，体验帆船帆板、冲浪、潜水
……“洗龙水”的方式多种多样、新

潮时尚。
海口西秀海滩、假日海滩是海

口市民端午节“洗龙水”的热门之
地。市民李天泽上午就开车来到位
于海口西海岸、紧邻国家帆船帆板
基地的海口市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
俱乐部，他为自己早早预约了单次
体验课，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体验
两个小时的帆板运动。

“这一年多来，我们在各种假期

接待的客人数量快速增长，平均一
天可以接待60多人。很多外地爱
好者甚至会利用假期专门过来学
习。”俱乐部负责人戴军介绍。而最
近，体验帆船帆板运动的本地人越
来越多。“随着这两年政府对帆船帆
板运动的推广，大家对水上运动有
了更多了解。”戴军说，接下来，随着
海口市推广帆船帆板进校园，他相
信参与帆船帆板运动的本地人会越

来越多。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位于万宁

日月湾的戒浪·不冲浪俱乐部便迎
来“高峰”，单日预约人数近80人。
俱乐部市场部负责人李静告诉记
者，学员目前以外地游客为主，但从
去年开始，来俱乐部体验冲浪的海
口、三亚、陵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冲浪运动健康、时髦，非常对年轻人
胃口。

“我们一大早就来了，从潜水玩
起，接着玩动感飞艇、摩托艇、香蕉
船。尤其是体验新项目尾波冲浪，
驰骋在浩瀚的海面上，尽情和大海
接触让人感到非常兴奋！”在三亚上
大学的王小旭开心地向记者说着她
在蜈支洲岛玩的水上项目，“我是第
一次来蜈支洲岛，没想到一下子爱
上了水上运动，下次有时间还要约
着同学一起来。”

体验帆船帆板、冲浪、潜水……水上运动人气旺

这个端午，来海南花式洗龙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