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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9月16日下午5时，海口市滨海第
九小学美丽沙分校的一间教室里，“科学
小制作”特色课程正在进行。

我和孩子们围在一张课桌前，屏息
望着由瓶盖和雪糕棒组合的简易小车。
只见一个男孩抓着橡皮筋，轻轻地一拉
一放，瞬间产生的弹力便推动小车向前
驶去……“哇！”教室里爆发出欢呼，受到
感染的我也与他们一一击掌。

秋季学期刚一开始，海南多所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就响应“双减”政策，按照

“5+2”模式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海口
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开设了20
多门特色课程供学生选择，“科学小制
作”因为每节课后都能带一个小作品回
家而颇受欢迎。

“除了简易小车，我们还用纸杯做过
投影仪！”“还有简易火箭，轻轻一弹就飞
起来啦！”看到摄像机，孩子们七嘴八舌，
围着我和同事介绍起自己的作品。

热烈的气氛洋溢整个校园。
“好像每间教室和场馆都是满满当

当的。”看了好几个特色课程，我问选
择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能达到多少？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教研
室主任叶华荣算了算：“1400多名学生
里有1300多人报了基础托管服务或特
色课后服务，比例超过90%。”她指向
不远处的校门，“别看现在冷冷清清，
从前没有提供课后服务时，一到下午4
点就停满了车辆，都是校外培训机构
或者托管机构派来帮家长接送和托管
孩子的。”

“自从开始提供课后服务，托管孩子
的责任就落到了教师身上。对我们来
说，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下班时间从4点
半延长到了6点后。”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美丽沙分校教师凌麒珺接过话头，虽
然工作时间延长了，补助政策也还没有
确定，但教师们的积极性都很高，“设计
特色课程、准备教学计划等，能够迅速提
高我们的教育教学能力。现在各学科组
教研内容又多了一项，把特色课程也纳
入了其中。”

人性化的举措体现在方方面面——
担心学生留校活动时间太长难免饥饿，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还为学
生提供了课间餐。课后服务开始前，每
个人可以领到一盒牛奶和一份包点。

随后，我又来到海口市英才小学滨
江分校。同样的，该校也开设了多项特
色课程并给出“菜单”供学生选择。

舞蹈教室里，跳恰恰舞的学生们舞
姿健美；音乐教室里，拍非洲鼓的学生们
神采飞扬；崭新的游泳馆里一声哨响，学
生们依次入水拍击出激荡的水花……该
校三年级学生刘思远很喜欢这项运动：

“原本爸爸妈妈交了钱，让我在小区游泳
馆跟着教练学。现在学校也请了专业教
练，在这里学又划算又安全，还可以和同
学们比着游呢！”

建校仅3年的海口市英才小学滨
江分校开设的多门特色课程由具备
资质的社会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前来
教学。教授非洲鼓课程的教师陈星
星供职于一家音乐教培机构，有过硬
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少儿教学经验：

“学习非洲鼓能培养孩子的节奏感。
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非洲鼓接触异
域文化，并且为接触其他艺术课程打
下好的基础。”

如何确保学生们在外聘教师教授的
特色课程中学有所获？海口市英才小学
滨江分校体卫艺处副主任陈咪说：“我们
首先严卡外聘教师关，确保教师具备资
质、经验丰富；其次会在学期末的时候组
织展演、展览，并邀请家长们来校观摩和
打分。对家长和学生评价较差的课程，
我们会考虑改善或替换。”

“呼……哈！呼……哈！”在学生们
密集的呼喊和鼓点中，陈星星满脸笑
意：“我们也会利用机构现有的平台，把
孩子们带出学校、带上舞台，参加各种
比赛和演出，帮助他们增强自信心和表
现力！”

我离开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
时，校门口已经聚起了来接孩子放学
的家长。家长刘斐说：“有了课后服
务，我再也不用跟爱人为谁请假接孩
子放学吵嘴了。”他目光所及，是孩子
正迎着夕阳飞奔而来，“你看，这小子
书包都没背，作业肯定已经在基础托
管课上做完啦！”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深挖海南珍珠产业
打造珍珠贸易中心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
蔡潇）9月17日，海南京润国际贸
易中心正式开业。该中心位于海
口药谷二期，集珍珠商贸资讯交流
中心与珍珠文化展示中心于一体，
旨在打造世界性的珍珠贸易中心。

该中心一楼是珍珠文化展区，
二楼是珍珠产品销售区。该司总
经理柯晓龙介绍，京润珍珠作为我
省有近30年发展历史的知名品牌
和全国珍珠行业龙头企业，深挖海
南珍珠产业，顺应市场需求投资运
营的海南京润国际珍珠贸易中心，
是京润全国首家直营珍珠批发旗
舰店。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特殊的
税收优惠政策及该店身处生产工
厂的地理优势，该中心所有珍珠产
品全部按批发价销售。未来海南
京润国际珍珠贸易中心的目标定
位是打造国内海水珍珠和淡水珍
珠批发采购、商贸交流、文化展示、
资讯交流的重要珍珠专业平台。

博鳌乐城举办
日企专场推介会

本报博鳌9月17日电（记者袁
宇）9月16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通过线上平台
举办乐城先行区线上政策推介会日
本专场，吸引了协和麒麟株式会社、
武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本新药
株式会社等70多家企业代表200多
名代表参会。会上透露，未来一段时
间内，将有更多来自日本的创新药械
落地乐城先行区，服务国内患者。

“特许药械落地乐城需要什么
材料？”“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有哪些
优势？”“日本医生能否到乐城进行
技术指导与交流？”……在此次推介
会上，日本医药企业纷纷就关心的
问题提问，省药监局、乐城先行区管
理局等相关负责人一一详细解答。

据介绍，自国务院2018年授予
海南省人民政府“临床急需进口药
品和医疗器械的审批权”至今，已有
173个品种临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
获准进口，5380名患者受益。

基础油产业国际
高峰论坛在洋浦举行

本报洋浦9月17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李婷
婷）2021（第十五届）基础油产业国
际高峰论坛9月17日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举行。来自国内外基础油、润
滑油、添加剂的生产、供应、贸易等
行业头部企业代表，以及相关科研
机构专家等300余人共聚一堂，共
同探讨后疫情时代全球基础油市场
的机遇与挑战。

据介绍，参会企业超过200家，
涵盖了国内外基础油供应商、润滑
油生产商、贸易商、添加剂生产商等
行业内头部企业，以及在物流、包
装、金融、技术等行业的知名企业，
包括以埃克森美孚、壳牌、中石油、
中石化、中海油等为代表的世界500
强企业。此外，清华大学、上海国际
能源交易中心等国内著名高校和交
易平台也派代表参加。海南基础油
领域的龙头企业汉地流体也派代表
参加了论坛。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沙分校老师上“科学小制作”特色课程。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日前，海南省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

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省图书馆
等文博单位均发布公告，中秋假期期间正

常开放，并配套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
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充满文化味的假期。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赵优 实
习生陈梦馨）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我
省旅游部门及旅游企业纷纷推出特色旅
游产品及旅游套餐，期待更多市民游客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乐享假期。

眼下，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蓄势待
发。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三亚、海口均
位列国庆期间十大热门到达城市。日前，
海口以“HI游海口 这里‘潮’好玩”为主
题，推出三大主题版块、七条旅文精品线
路及一批旅游促销优惠举措为市民游客
呈上旅文体验大餐。中秋期间，海口将以
赏月场景打造骑楼老街、云洞图书馆、海
口外滩、万绿园、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
共码头、假日海滩、火山口公园等七大主
题打卡点，让市民游客从中体验到琼韵撩
月、浪漫听月、风范赏月、游园弄月、海上
观月、海边嬉月、登高望月等不一样的赏
月场景。三亚则推出“三亚新青年奇趣
岛”活动，针对青年客群打造“海豹青年

（抢镜怪兽）”“鲨鱼青年（极致探索）”“松
鼠青年（知识自由）”“章鱼青年（剁手玩
家）”“考拉青年（灵感睡客）”5个维度的
拟人化动物对应5种旅游体验。

与此同时，海南各大旅行社也不断创
新旅游新模式。针对游客消费行为及习惯
的转变，海南旅品惠国际旅行社围绕户外健
康主题，推出包含五指山漂流两日游、白沙
罗帅雨林+采茶两日游、乐东尖峰岭两日游
等在内的“周边嘉年华自由出行”系列产
品。中旅集团将通过开发小众特色线路、展
现中西部原生态滨海风光和神秘雨林等方
式，进一步拓宽海南中西部旅游市场，让更
多游客发现海南别样魅力。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们着重打造
高端客群沉浸式旅行新体验，除了将原来
30人的大团调整为10至20人的精品小
团或一单一团等，还在探索‘旅游+’路
径，希望为通过‘旅游+音乐’‘旅游+体
育’等，为游客打造更具主题性的旅游体

验。”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地
接中心总经理厍雨廷介绍，由海南康泰会
展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承办的2021水母烟
花音乐节即将于10月2日至3日在海南
儋州海花岛上演，强大阵容配合炫酷灯光
舞美和数场烟花秀，将在国庆假期为乐迷
打造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

与此同时，全省各大旅游景区、酒店
纷纷推出各种类型的优惠促销活动。中
秋假日期间，游客在蜈支洲岛旅游区可
享受大学生及岛民优惠套餐、潜水考证
福利套餐、项目叠加优惠套餐等；分界洲
岛推出岛民专享家庭亲子游套餐、景区
客房“买一赠一”优惠等活动，最大限度
为游客们提供优惠，调动大家的出游热
情；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特别推出中秋
系列亲子玩乐活动，包括制作月饼、玉
兔灯笼、猜灯谜、茶艺等多项融合传统
文化的活动，让孩子体验中国传统节日
的魅力。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我省推出多个特色旅游产品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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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去哪打卡？

逛博物馆图书馆 既长见识又好玩

本报海口 9 月 17 日
讯 （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创淼）海上观月、古村
寻韵、火山研学……中秋
国庆“双节”将至，海口市
秀英区以“金秋十月 畅玩
秀英”为主题，发布3条精
品旅游线路，举办丰富多
彩的活动，邀请市民游客
欢聚秀英共度佳节。

同时，中秋节国庆节
“双节”期间，秀英区图书
馆将推出“我们的节日·中
秋”晚会、庆国庆“红心向
党”文艺演出、2021海口
秀英区第二届火山文化节

“ 向 往 的 火 山 文 化 生
活”——亲子火山行趣味
运动会、党史教育主题活
动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海口市秀英区推出3条精品旅游线路

海上观月 古村寻韵 火山研学

欢度“双节”

海南省博物馆

中秋假期，“诗情秋意浓——书写专属
扇面”“月圆品茗香——茶艺文化沙龙”“趣
做玉兔灯——手工制作灯笼”等活动将在
该馆陆续上演。据了解，为营造出专属节日
仪式感，该馆还专门设置了清新雅致的拍照
打卡立体背景墙，每日安排两场着汉服装扮
的讲解员提供免费讲解，让到馆的每一位观
众都可以沉浸式感受海博的节日氛围。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9 月 19 日，“南海鲸灵——馆藏鲸类
标本展”将在该馆开展，近30件展品将让
人们近距离观察到不同种类的鲸，其中两

件近 13 米长的鳀鲸标本也将与观众见
面，唤起人们对鲸和海洋的热爱与敬意。
正在展出的“光融天下——荆楚文化特
展”中，精巧繁缛的青铜礼乐器、精彩绝伦
的玉器、瑰丽奇谲的漆木器等199件（套）
荆州博物馆典藏精品则为人们展现楚国
从立国、崛起、兴盛、衰亡并融入于大一统
汉文化之中这一历史过程。除此之外，该
馆还在中秋假期准备了“月满味至，食中
秋”“月满灯明，竖中秋”共6场社教活动，
家长和孩子们可一起听故事、做月饼、制
花灯。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五指山市）

将于9月19日开展“团圆中秋，合家

欢乐——亲子制作手工月饼礼盒活动”，
邀请 40 组家庭参与其中。届时，活动老
师将带领孩子们参观博物馆内的馆藏文
物、讲解我国传统习俗、共同制作中秋节
主题手工等，让亲子家庭加深对我国传统
节日的了解。

海南省图书馆

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节”系列文
化惠民活动，其中包括经典诗文诵读、
少儿陶艺 DIY、茶文化体验、《月亮的故
事》儿童绘本阅读以及红色图片展、旅
琼文艺家大讲坛、摄影公益讲座等活
动，让广大群众在书香雅韵中感受浓浓
的中秋气氛。

欢乐无限海上观月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国潮乐舞迎中
秋、网红祈福、诗词灯谜来竞猜、月饼DIY大
赛）——假日海滩温泉乐园（海边嬉月多种
活动相约中秋）或海口国家帆板帆船基地公
共码头（游艇观月，体验别致的中秋佳
节）——欢乐海岸夜市（琼味美食）

住：西海岸度假酒店群
吃：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欢乐海岸、

各酒店餐厅、古姑姑私房菜等

动物科普古村寻韵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国宝熊猫、
动物精灵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与动物朋友们
过中秋、海野二十五周年庆（世界旅游日）主

题活动、世界动物日科普主题活动等）——
冯塘绿园（“年代秀”诗词赋，手工彩船秀等，
别样冯塘从“心”出发）

住：市内酒店
吃：火烈鸟餐厅、火山口金色餐厅

热带风情火山研学

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夜游火山口观火
山特色民居等）——火山泉休闲农庄\铭投
拓展主题山庄（激情卡丁车、垂钓采摘）或五
色共享书院（“古韵中秋话传承”2021年“我
们的节日·中秋”户外亲子活动、国庆国风
行，研学体验）——火山石斛园（赏石斛花，
参观红色党建基地）

住：美社有个房等民宿
吃：火山泉休闲农庄、铭投拓展主题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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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英才小学滨
江分校开设恰恰舞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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