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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健身圈 “发烧友”

潘少丹是澄迈群众体育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
者。2014年，原本在咖啡产业领域干得风生水起得
潘少丹，调转事业方向，开始涉足健康产业，在澄迈
金江镇富朗村建起了万泰体育馆。

“一方面我十分喜爱体育运动，另外也为了填补
澄迈体育场馆的空白，丰富家乡人民的生活。”潘少
丹说，回家乡创业之初，澄迈的文体和休闲产业还十
分落后，缺乏专业运动场所，这让她萌生了建体育馆
的想法。随后，在短短几年间，她将万泰体育馆发展
成为集羽毛球馆、篮排球馆、乒乓球馆、跆拳道馆、健
身房、咖啡馆、餐厅等于一体的澄迈综合体育休闲场
所，承办大众体育娱乐活动和体育竞技赛事，为澄迈
体育娱乐和竞技体育赛事增添了不少亮点。

2018年，两届奥运会羽毛球冠军张宁与澄迈县
政府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共同筹建澄迈县青少年羽
毛球后备人才培训基地，在当地选拔优秀羽毛球苗
子。当年4月，海南省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便
落户在了万泰体育馆。

“3年来，我们已经拥有6名专业羽毛球教练，
100多名羽毛球运动员，并与澄迈业余体校共同培养
了15名县级注册运动员。”潘少丹说，在培养专业羽
毛球队伍的同时，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还资
助家庭贫困的孩子，让家境贫困但有兴趣参与体育
锻炼的孩子免费参与羽毛球培训。并在澄迈县特殊
教育学校，组建了一支全部由残疾人组成的特殊球
队，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这些孩子就会来到万泰体育
馆锻炼，平时则有教练“送教上门”。

既要忙着准备赛事，又要照顾咖啡馆生意，一天忙
碌下来，潘少丹依旧活力十足。8月12日晚上10点，连
续数晚举行的篮球赛告一段落，潘少丹带着篮球独自去
练习投篮，活动筋骨。

“运动使人快乐，也能增强力量，一场酣畅淋漓的运
动之后，所有烦恼都随汗水流走了。”潘少丹说，正是这
份运动的快乐，让她希望传递给更多人，她申请成为澄
迈9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之一，经常与澄迈县社会体育
指导员协会成员，进社区、走乡镇，把澄迈县男女老少爱
好篮球、排球、广场舞、健身等各项体育运动爱好者组织
起来，策划文体活动，组织技能培训，共享运动的快乐。

潘少丹的理念与当地政府对群众体育的重视趋
于一致。继张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之后，中信国
安体育文化产业基地、中国智力运动产业基地等多个

“国”字号的体育产业项目落户扎根。场馆建设和专
业训练基地聚集，让澄迈成为体育赛事主办和承办优
选地。

“一直以来，澄迈主动引入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性
赛事，既为了加强群众对这些体育项目的认识和接受
度，也为了传递积极向上精神，形成全民参与氛围。”澄
迈县旅文局局长岑军说，今年在澄迈举办的赛事中，除
两项锦标赛外，都以群众性参与度高的赛事为主，澄迈
还连续举办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中国龙舟公开
赛（海南·澄迈站）大型体育赛事，打造全民健身日万人
环城跑、绿色骑行、五人制足球联赛、“迎春杯”羽毛球、
乒乓球赛、体育大拜年等活动品牌，构建具有澄迈特色
的全民健身运动体系。

眼下，万泰体育馆已成为澄迈人主要的休闲消费场所。
每到傍晚时分，澄迈万泰体育城迎来一天中最火热的时候。
场馆内，打羽毛球、跑步、练瑜伽、射箭……随处可见一个个矫
健的运动身影。场馆外，品咖啡、尝小吃，喝冷饮，惬意悠哉。

“受赛事影响，这个月每天人流量增长70%，预估该月营
业额将增长20万元至30万元。”潘少丹说，平时，日均进馆运
动消费人数在600人次以上，而每次活动与赛事是万泰体育
馆的人流高峰期，参赛选手和观众不仅带动万泰体育馆内的
运动消费，也带动澄迈周边游、农产品等消费。

事实上，文体活动带来的循环消费，不仅受赛事影响，
还与澄迈县委、县政府为群众创造运动便利条件，引导消
费相关。近年来，澄迈县注重对公共文体设施建设，相继
建设澄迈县体育馆、灯光球场、绿地广场、亲民广场等；自
2016年开始，澄迈县已投入2000余万元在城乡建设560
个篮排场，在178个行政村（社区）建设文体活动室，安装
全民健身器材130套，实现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自
2019年开始，在寒暑假期间，澄迈县政府以每月10万元费
用，购买万泰体育馆、天福全民健身中心的服务，让群众享
受到免费多种类运动……多项惠民举措，培养了越来越多
的体育爱好者。

“争取一年间组织7至8场公益活动，针对不同体育爱好
群体需求，开展不同类型活动，有时也把活动场地放到乡村，
吃农家饭，购买农产品，促进村民增收。”潘少丹说，目前已经
做好策划，计划把周边村庄的几十座闲置老屋改造成具备体
育元素的民宿，并建设一条健身步道，打造一座体育村，承接
冬夏令营，吸引更多游客来澄迈消费游玩。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叶上荣

“王英蓉，25斤，2筐。”8月11日上
午，澄迈县仁兴镇美厚村异常热闹。绿
油油的地瓜田里，一头是来自仁兴镇6
个村委会和海垦西达分公司的30余位
党员干部顶着烈日，采挖地瓜，一头是
村民依次将一筐筐丰收的地瓜搬到田
埂上称重。在电子秤旁，美厚村副主任
王汉良忙着将重量记录在账本上。

“地瓜丰收10多天，村民们自发
来帮忙采挖，挖一斤可以挣8毛工钱，
鼓励大家多劳多得。”仁兴镇脱贫攻坚
中队副中队长、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吴学斌介绍，眼前的这100亩地瓜地，
是村里的集体经济项目，凝聚了脱贫
攻坚中队、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干部
们的一番心血。

原来，美厚村地理位置偏远，沙土
多，村民多以种植橡胶为主，近些年受
低迷的橡胶市场价格影响，村民们收
入不理想。3000多人的美厚村，其中
有75户355人建档立卡贫困户。驻
村干部入驻美厚村以后，一家一户帮
助落实扶贫政策，鼓励村中闲余劳动
力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并引进资金为
村民安装路灯、修建篮排球场，改善污
水管网等，完善美厚村基础设施。

虽然去年整村脱贫，为巩固脱贫
成果，吴学斌想到了村里闲置的100
亩荒地，谋划发展特色产业，为村庄经
济发展增添活力。

去年到村里没多久，吴学斌带着驻
村队员走访时发现，美厚村有300亩土
地20年前租给一家企业，没有得到很
好的规划利用，土地一直闲置着。但因
租期过长，村里收回来面临困难，成了
历史遗留问题。工作队找到企业负责
人，表达了想利用这300亩地发展特色
瓜果产业的想法，双方达成合作意向。

“可以把这块地先用起来。”吴学
斌的建议得到村“两委”的赞成。种什
么呢？工作队多次带村干部和村民前
往保亭、万宁、昌江、琼中等地考察，计
划发展特色瓜果产业。今年元宵节
后，为支持全县农业发展，澄迈县农业
农村局免费为各乡镇提供地瓜苗。得
知消息后，通过仁兴镇农业服务中心
牵线联系，工作队同村“两委”一行人
来到桥头镇沙土村甘薯专业合作社实
地考察。在生产操作间，工人们井然
有序地分拣、打包地瓜，合作社订单电
话不断的火热景象让工作队一行人

“动了心”。随后，他们又找到桥头镇
富隆村地瓜种植大户温天国，聘请温
天国为美厚村地瓜种植技术顾问，并

预定了100亩地瓜苗。
3月初，美厚村便开始平整土地、

犁地起陇、栽种地瓜苗。为此，美厚村
还成立合作社，邀请村里返乡创业大
学生王川达任理事长，工作队员与村
干部们都参与到地瓜基地管理中来。

吴学斌还当起“销售员”，前往海口寻
找订单，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起认购活
动，为地瓜打通销路。这块荒废近20
年，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块重新恢复活
力，成为富民产业“增长极”。

“半个月来已经销售2万斤左右，

销售额达7万多元，还剩40亩地瓜等
待采挖和销售。”吴学斌说，等到所有
地瓜销售完之后，将依托村中古树和
老革命者，在美厚自然村建设一座红
色文化广场，弘扬红色文化。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

澄迈美厚村脱贫攻坚中队：

闲置地种地瓜 村集体增“家底”

澄迈开展廉洁文化
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肖虹）日前，澄迈县2020年廉洁文化进乡村、进
社区、进企业活动在金江镇金马东社区廉政教育
点启动。

活动现场，澄迈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程海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题，结合近年来澄迈县查
处的一些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对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和有关工作要
求进行解读，以案释纪、以案释法，给基层党员干
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党课，引领党员干部拧紧
理想信念“总开关”。当天，陈海还向金马东社区
赠送廉政书籍，并带领金马东社区全体干部签订
廉政承诺，推动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

据了解，此次廉洁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进企
业活动是该县纪委监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层和
企业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力度的又一举措。
坚持预防在先、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通过廉政
党课宣讲、赠送廉政书籍、打造基层廉政教育点
等形式，以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廉政文
化，延伸纪律教育触角，旨在增强广大农村基层
和企业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自律意识，强化“纪
律教育在身边”理念，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营
造清正廉洁的浓厚氛围，为自贸港建设作出积极
的贡献。

澄迈县启动
“无小耳朵”小区创建活动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咸瑜）8月12日下午，澄迈县旅文局在该县金
江镇富华花园小区举行旅文法规进社区宣传暨

“无小耳朵”小区创建启动仪式。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文艺表演、现场宣讲、有奖问答等方式进行，吸
引了小区不少居民前来观看。在现场宣讲环节，
工作人员向小区居民解读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讲解了安装和
使用“小锅盖”违法活动的危害性，增强了小区居
民抵制“小锅盖”的自觉性。在有奖问答环节，小
区居民积极抢答，在互动中加深了对《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等广电法规的认识和
理解。

据介绍，创建“无小耳朵”小区，即在小区全面
清查打击非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这些
地面接收设施中的天线俗称“小锅盖”，非法生产
销售的地面接收设施，严重破坏广播电视传播管
理秩序，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的播出安全。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广播电视播出环境，澄迈今年将重
点创建3个“无小耳朵”小区，富华花园小区被列
为重点创建小区之一。

澄迈举办“中国梦”
主题歌曲歌唱大奖赛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8月11日晚，2020年澄迈县“中国梦”主
题歌曲歌唱大奖赛总决赛在千秋城市广场正式开
赛。经过中小学赛区和社会赛区初赛、复赛的层
层选拔，共有15名选手成功入围总决赛。

比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
名，优秀奖8名。决赛分两轮进行，第一轮为自选
曲目，第二轮为必选曲目，选手演唱完后由评委现
场打分，最后综合两次评分评定等次。

当晚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减少现场观众的热
情，选手们的激情演绎给观众带来一场场视听盛
宴，赢来掌声不断。经过两轮激烈角逐，选手陈绵
仙拔得头筹夺得一等奖，获得了6600元奖金，陈
居彬、伦麒夺得二等奖，李衍文、李学杰、吴年怡夺
得三等奖。现场还设置有奖问答环节，共送出了
10张澄迈旅游年票。

据了解，澄迈县“中国梦”主题歌曲歌唱大奖
赛自2019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年。赛事旨在
搭建澄迈特色群众文化平台，弘扬“中国梦”主
旋律，挖掘、培养本地演艺人才，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澄迈金江镇落实
“河长制”推动河湖治理

本报金江8月13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黄亚蕊）为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澄迈县金江镇建立健全镇、村两
级责任体系，落实“河长制”推动河湖治理。

据了解，金江镇境内省级河流3条（南渡江、
大塘河、松涛东干渠）58.48公里，县级河流5条
（美大河、下岭河、海仔河、汶安河、黄龙小溪）
37.44公里，镇级河流54条190.21公里。县级湖
泊2个（美亭水库、加潭水库），镇级湖泊13个。

金江镇成立了镇长为总河长的工作领导机
构，镇境内每条河湖设河长，由镇委，镇政府班子
领导担任。河湖流经或所在的行政村设村级专管
员，同时下设河长制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处
理，确保各项任务责任到人，层层压实了责任，建
立了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体系。设置118块镇级河
长公示牌和河道专管员公示牌进行公示。

截至目前，金江镇一方面加强执法监管，镇级
河长巡河458余人次，镇级湖长巡湖106余人次，
村级专管员巡河10640余人次，村级专管员巡湖
105多人次。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对河道两岸的畜
禽养殖、水面养殖、入河垃圾进行全面清理，一共
清理垃圾65次105多吨，制止非法采砂38次，取
缔非法采砂点11个，查扣非法采砂车46辆、抽砂
设备8台。

“加油，加油！”8月13日，
澄迈县金江镇万泰体育馆里
人声鼎沸，由群众自发组织的
篮球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在
这里轮番上演。

“不只是群众自发的比赛，
尤其8月以来，万泰体育馆一
共承接8项省级体育赛事，如
果不预约，来晚了就抢不到位
置了。”万泰体育馆负责人潘少
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近年来，澄迈民营企业家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打
造起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发展了一批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养了一群体育爱好者，澄迈
逐渐形成全民健身热潮，群众
体育蓬勃发展。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建起综合体育休闲场所 向更多人传递运动精神 引导文体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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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省少年乒乓球赛U12组比赛近日在澄迈万泰球馆收兵,陵水女队包揽女单前三名并斩获女团冠军。
图\文 苏晓杰 王家专

圈圈住住
澄迈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培养一批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众多体育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