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9月12日电（记者徐慧玲）9
月 12 日，2021 年三亚市水上趣味嘉年
华活动在三亚技师学院游泳馆开幕。活动
以“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为主题，为期 2
天，设置了“蜻蜓点水”“水上漫步”“趣味龙
舟”“旱鸭接力”“防溺水急救知识问答”等
7 个项目，让大家在参与水上趣味运动的
同时，也能从中学到了防溺水、急救、健身
等知识。

本次活动吸引了300余名市民和游客参
加，年龄最小的仅有4岁，年龄最大的有80
岁。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还加入了青少年
防溺水急救知识问答环节，游泳教练通过趣味
讲解、现场示范等方式向大家解答。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三亚市
体育旅游事业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壮大，
倡导科学健身生活理念，动员广大市民游客参
与到全民健身中。

三亚水上趣味
嘉年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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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海宁）9月10日，由湛江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海口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柳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共同
主办的“山盟海誓 相约粤桂琼”2021湛江·
琼北·柳州（广州）旅游推介会在广州举办。

当天，推介会在歌舞《久久不见久久见》
表演中拉开帷幕，琼北、湛江、柳州等三地推
介人在现场分别进行旅游推介，琼北各市县
也准备了丰富的宣传资料供嘉宾取阅，并举
办了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展演。

据了解，此次推介会旨在通过“旅游推
介+特色文艺演出+互动体验”的多元推介形
式，宣传湛江、琼北和柳州三地旅游资源，携
手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深耕珠三角客源市场。

据悉，湛江、琼北和柳州地缘相近，人缘
相亲，旅游资源却各有特点，互余互补，正适
合“抱团发展”。近年来，三地文旅部门多次

“同台唱戏”，推进游客互送，资源共享等共赢
政策，不断扩大区域旅游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现场

好新闻是“跑”出来的，是“挖”出来的。本报今起推
出《在现场》专栏，刊登本报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发回的报
道。记者不再是作为旁观者讲述“他人的故事”，而是以
第一人称讲述“我们的故事”。无论新闻在哪里，我们与
您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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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罗理想（中）和同事
在巡护。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算算时间，已经涨潮了，我
带你们看看在生境塘上休息的
鸟儿！”9月11日下午3时许，暴
雨骤停，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海
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青
草香弥漫，巡护员罗理想兴致勃
勃地邀请我一同探秘。

雨后初霁，我们观鸟去！走
出避雨的亭子，一行人走上有些
泥泞的小路，向湿地公园深处前
行，心情愈发轻快。

“这是木榄，那是秋茄树。
不同于大众想象的单一和匮乏，
其实红树林里树种众多，极富多
样性。”一路上罗理想领队在前，
随口向我们介绍湿地公园。他
的个子不高，脚步十分轻盈，在
林间探寻，灵动得像只鹿。

林间行路，草木枝叶在风中
发出婆娑声响，漫无目的的闲聊
容易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这路天天走，累不累？腻不
腻？”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林间泥
路前进，不过十多分钟，我已经
憋出了满背的汗，脚下一双白鞋
也变得“灰头土脸”。看了看罗
理想，他仍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
样，脚步不减，甚至气都不喘。

“最初也是无聊的，看树是
树，看鸟是鸟，不明白自己在干
什么。”罗理想回忆，2016年，湿
地公园的管理单位海南农垦西联
农场公司筹备设立监测站，加强
湿地的生态保护力度，他成为监
测站的首批护林员之一。当时，
大伙对湿地保护认识不足，每天
巡护的任务便是查看是否有砍伐
树林、捕杀鹭鸟、违法占地等行
为，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可随着对湿地保护认识的
增强，罗理想逐渐明白了肩负的
职责。他开玩笑道，等到看树不
是树，看鸟不是鸟，巡护员就算

“熬”出来了。
“嘿，这话有点哲学味儿呀。”

我感到疑惑，看树、看鸟，还能耍
出什么名堂？

“称职的巡护员能从中看到
另一个世界。”解释起这句话，罗
理想格外认真，“比如说，看到一
片红树林时，你能看出它的品

种、生长状况和时节变化；看到
鸟群，你能分辨这是什么品种
的鸟儿，它们飞来的时间，进食
的状态，甚至留意它们繁衍孵
蛋的时期……这才是对湿地的
监测。”

这些年来，湿地公园里的草
木变迁，罗理想都放在心里：“这
片红树林，以前就是口鱼塘，污
臭的养殖废水任意排放。”我循
着他的目光看去，原本脏臭的鱼
塘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新种
下的秋茄、木榄、红海榄等本地
红树林苗木在滩涂扎根的景象。

边走边聊，大约半小时，我
们终于到达了鸟类生境塘。鸟
儿安居，不仅需要树丛，也需要
大片的浅滩、平原栖息繁衍。鸟
类生境塘是当地完成1700余亩
鱼塘退塘工作后，在推进生态修
复工作中，模拟鸟类习性，人工
打造的鸟儿栖息区。

靠近生境塘，一行人自觉压
低声音，放轻脚步，分散行走，生
怕惊扰了休憩的鸟儿。

雨后的阳光格外透亮，洒在
水面上，粼粼波光也照映在树
梢，染上一层温柔清透的金光。
潮水中央，数百只鸟儿在生境塘
上休息，处处鸟声，处处鸟影，大
的，小的，白的，花的，有的在浅
滩上踱步，有的在梳理羽毛，有
的在扑翅膀……

“它们现在胆子大咯，凑这
么近都不逃。在以前，鸟儿只要
见着人影，隔老远就飞走了。”遥
遥指向生境塘上的鸟儿，罗理想
语气里满是得意自豪。在湿地
里巡护了15年，他深知，鸟儿充
满安全感，才可能不怕人。

“快来拍下这个场景。”我情
不自禁地催促搭档前来拍摄，一
不小心，还是惊动了鸟儿。一瞬
间，数百只鸟儿扑扇着翅膀，翩跹
而起，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响彻云霄。

“怎么办，好像吓到它们
了？”我有些无措。

“放心吧，它们不会跑远，过
会就飞回来了。这里是它们的
家，离不开咯！”罗理想笑得畅快。

（本报那大9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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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琼北柳州
旅游推介会走进羊城

教师培养

“国培计划”项目
专项调研在我省开展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李康龙）9月
6日至8日，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组织
专家，在陵水、五指山、乐东、白沙、保亭、琼中、
三亚、东方、昌江等市县开展主题为“推进有秩
序，施训有靶向”的“国培计划”项目专项调研。

本次调研内容主要涉及“国培计划（2020-
2022）”——海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2.0项目（南片区）和“国培计划
（2021）”——海南省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语文、
数学、英语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
训项目，通过座谈与问卷的方式对市县研训机
构、部分中小学校进行。

调研发现，相关市县主要存在部分项目学
校因为市县政策与国培整校推进方案不匹配
而无法开展、各校教师应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融合水平亟待提高等普遍性问题。在调研
报告中，调研组专家对相关市县提出了线上线
下混合模式推进、培养一批具备指导和辐射引
领能力的市县及学校指导团队等指导意见。

全民健身 旅游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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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排女将力争奖牌

海南沙滩排球队最近一两年
在国内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
是来自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
林美媚/谢虹组合，多次在女子沙
滩排球国内巡回赛和冠军赛中进
入4强和冠亚军决赛。她俩一高
一灵。林美媚来自文昌，身高
1.86米，扣球和拦网占优；谢虹身
高1.76米，基本功扎实，防守面积
大。俩人经过一年多的磨合，配
合较为默契。不出意外的话，林
美媚/谢虹有望进入4强，争夺一
枚奖牌。

在去年底举行的全运会沙滩
排球青少年组预赛中，海南队的
杨佳佳和高紫娜获得了亚军，她
俩也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她
俩的主要对手是浙江队组合李
涵/姚欣，这对浙江队组合两次在
国内大赛中力克杨佳佳和高紫
娜。不过，全运会的赛场除了比
拼实力外，心理素质也非常关键，
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临场发挥
更为重要。

跆拳道、举重、高尔夫有重头戏

海南跆拳道 67公斤以上级
选手高盼，也有望获得奖牌。高
盼参加了东京奥运会跆拳道混

合团体表演赛，获得了冠军。上
届全运会比赛，高盼在决赛中以
8：10 惜败里约奥运冠军郑姝
音，为海南代表队摘得该项目
的银牌。本届全运会高盼卷土
重来，不过，女子67公斤以上级
的选手这两年进步较快，参赛的
17名选手实力差距不大。高盼
全运会首战一名安徽选手，只要
能正常发挥，高盼应该能进入下

一轮。
海南举重队何岳基最近两

年进步较快，有望在本届全运会
上取得好成绩。今年19岁的何
岳基来自白沙。几年前，他入选
海南体职院业余体校举重队后，
进步飞快。在2021年全国举重
锦标赛男子 61 公斤级争夺中，
何岳基以抓举142公斤、总成绩
305公斤获得双冠。何岳基在全

运会61公斤级的比赛中要面对
奥运冠军李发彬，让我们拭目以
待，看看他如何向奥运冠军发起
冲击。

在高尔夫球比赛中，海南队具
备了冲击奖牌的可能。高尔夫比
赛设男女团体和单项共 4 枚金
牌。海南队的袁也淳参加了东京
奥运会，不过，由于奥运会后所有
的中国队选手都进行了28天的隔
离，这多少会影响他的状态。海南
高尔夫球队在最近两年的全国锦
标赛上发挥较为稳定，一直稳居

“第一方阵”。海南队的罗学文、金
大星、张芸杰和杜墨含有望冲击男
女单项奖牌。

田径、乒乓球不可小觑

海南田径队也有“小亮点”，百
米选手江亨南和女子七项全能选手
王慧琼也颇具实力。特别是江亨南
具备了进入百米前8名的水平，就
看他的临场发挥。假如他能参加最
后的百米“飞人大战”，那将是海南
男子选手第一次站在全运会百米决
赛的跑道上。

海南乒乓球队的林诗栋是参
赛球手中年龄最小的。正常情况
下，林诗栋很难战胜对手中的“奥
运冠军”和“世界冠军”。不过，我
们期待他能超水平发挥，他也具
备实力。（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万宁田新村村民们欢迎全运会冠军黄莹莹等运动员凯旋——

“村里出了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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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前瞻——

争金夺银，海南队还有惊喜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于9月15日在陕西西安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后，全运会大戏开始上演。
目前，海南体育代表团在率先结束的比赛中已取得3金，开了一个好头。开幕式以后举行的比赛，海
南团运动员们或许还能带来更多惊喜。让我们来看看海南队还有哪些项目具备夺金夺牌实力。

本报万城 9月 12 日电 （记
者袁宇 通讯员莫华慧）“黄姐姐，
你太棒了！”“黄姐姐，我要以你
为榜样！”9月12日中午，万宁
市礼纪镇田新村热闹非凡，
载有第十四届全运会冲浪
比赛女子短板冠军黄莹
莹等运动员的车辆刚停
稳，村里闻风而来的孩
子们立即围了上来。

9月11日，第十四
届全运会冲浪项目短
板决赛在万宁日月湾
结束。来自田新村的
黄莹莹获得该项目女
子组金牌，黄一格和黄
莹莹弟弟黄云柯分别获
得男子组银牌、第四名。

当得知运动员们比赛
完就要回家的消息后，田新
村村民们迅速组织了一场热烈
的欢迎会。

随着运动员缓步下车，田新
村报名参加由日月湾管委会组织
的冲浪培训班的同学们一道向他
们送上鲜花。

“这些孩子在他们的带动下
都对冲浪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希
望学习冲浪。”田新村党支部书记
陈真国说，今年全运会冲浪比赛

在日月湾打响，成了村里的热门
新闻，“黄莹莹决赛成绩出来后，
大家都传开了，村里出了个全国

冠军！”
大伙儿一路簇拥着，将黄莹

莹、黄一格等人送到家中。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黄莹莹家
中，一进门就看见各项冲浪赛事
的奖牌、奖杯摆放在正堂。这些
都是黄莹莹和黄云柯近年来参
加国内外冲浪赛事所获得的
荣誉。

黄莹莹的母亲杨爱妹
和姐弟俩一起回来，脸上
挂满了笑意。她对记者
说：“我为他们感到骄
傲，也希望他们今后能
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为
国争光！”

村民卓廷强告诉记
者，村里的孩子们在比
赛中拿了名次，自己也非
常骄傲，“我也让孩子去报

名参加冲浪培训班，会给予
他最大的支持。”

记者在田新村走访时注意
到，村里处处施工，将民房改建
成民宿及冲浪俱乐部。“我们村很
多孩子靠冲浪走了出去，在比赛
中赢得名次的同时，也让更多人
知道日月湾，知道田新村。”陈真
国说，现在村民们对冲浪产业的
认同度非常高，村里正在谋划打
造冲浪主题旅游村，开设民宿、冲
浪俱乐部等，让更多村民吃上“冲
浪饭”。

黄莹莹和孩子们分享冲浪故事。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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