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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谢凯

“水电接入完成了吗？”“现在还
存在哪些困难？”……10月4日上午
7时刚过，五指山市南圣镇南圣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书祥就赶忙朝
志保村小组走去，因为当天村里要
举办五指山军事定向赛、“寻找美丽
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系列赛（海

南站）。
在8时30分前，陈书祥要一一

检查有活动场地、任务的村小组，询
问赛事准备情况，安排和协调具体
事务，以便防止赛事举办之日出现
疏漏。

“赛事前后，要处理好现场垃
圾，做好环境保护工作。”走到田埂
边，陈书祥给正在平整田地的志保
村小组组长王智毫布置了任务，“另
外，要动员村里边缘户、监测户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来，增强他们的内生

动力。”
“这是节日期间村里的大活动，

也是村里积极努力争取而来的，要把
赛事服务好、办好。”陈书祥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国庆期间他将
全程在岗，时刻盯紧各项事务进展情
况，“村里刚换届完，很多事务需要工
作队去指导协调、带头示范，帮助村
干部做好乡村治理工作。”

南圣村是五指山市为数不多超过
2000人的大型村庄。在陈书祥看来，
只有夯实基层基础，提升村级干部能

力和水平，才能确保乡村充满活力。
陈书祥说，工作队驻村以来，坚

持抓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个“牛
鼻子”，着力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

“散”“慢”问题，抓好党员学习教育、
党员引领示范等乡村基层党建工作，
让农村干群关系亲起来、家家户户联
系紧起来，推动南圣村乡村治理水平
进一步提升。

陈书祥说，这次活动他和村两委
要举办一场生态产品展销会，不仅要
把南圣村的生态好产品展示给游客，

还要增加村民收入。不仅如此，南圣
村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正动
员群众积极参与到赛事中去，展示少
数民族同胞在党的带领下，接续奋斗
的图景，为乡村振兴增添靓丽色彩。

“虽说是假期，但作为党员和驻村
工作人员，我们时刻不能放松，要持续
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做好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
唯有以扎扎实实的力度推动工作，才
能赢得老百姓的认可。”陈书祥说。

（本报五指山10月4日电）

五指山市南圣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书祥奔走筹备赛事

假期不离岗 全心谋振兴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国际定向运动旅游周开
幕式暨智跑海口城市定向赛10月3
日在海口万绿园举行。比赛吸引了
省内外2000多人参赛。

参加本届智跑海口城市定向赛
的选手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多所高校、研究
机构和岛内外企业，还包括亲子家
庭、情侣及定向运动爱好者、潮流达
人、运动达人等多个群体。

组委会共设置8条线路，以及
70个检查点、31个任务点、39个一
般打卡点。线路覆盖海口标志性建
筑、城市景点、历史文化场所、购物
中心等。参与者在3小时的赛程内
通过跑步或使用公共交通，完成各
类不同线路的挑战，穿越了骑楼老
街、秀英炮台、N次方公园、海南省
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地点，在挑战

过程中深入海口的大街小巷，感受
海口的文化沉淀，领略不一样的城
市风光。

本届智跑海口城市定向赛在赛
事安全、赛事趣味性、赛事品质上进
行全面提升，增设购物中心点位，与
购物中心国庆活动串联，丰富赛道趣
味性；在医疗保障方面，沿赛事路线
配备AED、安排救护车及医疗站点，
配合医疗人员、急救医师跑者，提供
可以应对综合情况的救援服务。在
安保方面，主办方从严从实从细落实
各项安保措施，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和
应急处置工作，在志愿者等工作人员
的有力配合下，保障了此次赛事安全
完赛。

本次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
南省青少年定向运动协会、北京市
定向运动协会协办。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
生陈梦馨）10月3日，第二十三届IRO国际
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2021总决赛在海口举
行，来自山东、湖北、四川等地近400名选手
参赛。

据了解，第二十三届IRO国际机器人奥
林匹克大赛于暑期组织举办了12场省级分
赛，共吸引了全国约1.3万名青少年、儿童参
与。此次大赛总决赛选择在海南举行，旨在
通过与海南研学活动相结合，进一步利用海
南“十一”期间的旅游市场热度，有力拉动旅
游、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

IRO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致力于让
中国青少年通过和国际参赛者交流竞争，在
浓厚的科技氛围中，培养科技创造意识和创
新思维。本届总决赛分竞技类、对抗类和创
意类共16个项目。参赛选手按幼儿组、小学
组、中学组分组进行。

本次活动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指导，IRO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中国）委
员会主办。

IRO国际机器人奥林匹克大赛
2021总决赛在海口举行

武警海南总队
举办系列活动庆国庆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翔宇）连日
来，武警海南总队举行“迎国庆 诗朗诵”晚
会、“歌唱祖国拉歌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抒发对祖国热爱之情。

10月1日晚，在武警儋州支队澄迈中队，
一场以“迎国庆 诗朗诵”为主题的晚会上演，
中队发挥集体智慧，将官兵浓浓的爱国之情
化为诗篇，用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母亲
的美好祝福。

在武警海南总队新兵团的训练场上，新
兵们举行拉歌比赛，以一首首铿锵有力的歌
曲，点燃爱国热情。此外，武警儋州支队五中
队还举办“与国同庆集体生日会”活动。

智跑海口城市定向赛举行

穿行大街小巷 领略椰城风光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三亚在全市范围内举办国庆免费
观影活动，每晚在临春岭公园、鹿回头公
园、海月广场、崖州区文明社区大舞台为市
民、游客播放优秀红色电影，进一步丰富人
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

国庆七天假期，三亚精心选择了《夺冠》
《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烈火英雄》《急
先锋》《建党伟业》《中国梦》《百团大战》《特
派先锋》《冠军的心》等优质红色影片，在市
民游客较多的地方进行放映。

“通过电影陪你过大年、天涯区红色电影
进社区、崖州区奋进百年正芳华等活动，三亚
将红色电影送进社区、偏远村庄、建筑工地、
学校，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让大家更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三亚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三亚市委宣传部号召全市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委会共同开展
红色电影观影活动。截至目前，全市红色电
影排片量达到1.29万场。

国庆期间三亚呈上文化盛宴

市民游客可免费观看
优秀红色电影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
海宁 习霁鸿 通讯员苏昶源）10月4
日，国庆节假期迎来第4天，当天正
值第90个世界动物日，以“保护动
物 与海野同行”为主题的科普宣教
活动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
办，在节日期间为海口市民游客带
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野生动植物科
普盛宴。

当天，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内欢声笑语不断，出游的亲子家庭
群体随处可见，园区举办了“世界动

物日保护倡议千人签名活动”“海野
小小科普宣讲员”“海野科普大讲
堂”“发现海野之美——动物主题科
普展览”等科普宣教活动，围绕野生
动植物保护情况这一热点话题，以
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趣味互动、专
人讲解等形式进行科普宣教，凸显
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必
要性，呼吁市民游客加入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行列中来。

在“海野小小科普宣讲员”活动
开始前，来自海野国际自然教育中心

的科普导师为5位“小小科普宣讲
员”讲解了宣讲要领。随后，孩子们
戴上“海野小小科普宣讲员”的工作
证，生动地向游客介绍大熊猫、大象、
猴子、孔雀、火烈鸟等5种野生动物
的科普知识点以及种群现状，赢得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园区内，图文并茂的大熊猫、东
北虎等多种濒危动物科普展示牌和
琳琅满目的动植物标本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驻足观看。据了解，现场共
展出动植物标本100余份，包含小型

昆虫标本、植物标本、鸟类标本、肉食
和草食动物骨骼模型在内的濒危野
生动物标本展示，市民游客带着孩子
边玩边学，“一站式”饱览野生动植物
科普知识。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此次还
在线上举办了为期7天的“海野线
上科普知识有奖趣味问答”，面向
公众开展线上科普知识趣味问答
活动，以崭新的互动科普方式激发
网友对于探索动物世界的兴趣和
动力。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举办世界动物日活动

小小少年上岗 科普动物知识

定安推出4条乡村游路线，
举办红色主题摄影展、书法展

畅游乡野看新貌
遨游书海观琼剧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定安推出4条乡村游路线，并开展红
色主题摄影展、诗词书法作品展等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

从10月 1日起，以“红色的召唤”为主
题的国庆摄影展在定安县定城镇田洋文化
公园展出，集中展示该县文化、环境、经济
社会新貌，呈现发展成就和人民群众生活
变化。

定安古今诗词书法作品展、琼剧同乐会
折子戏展演、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画在我
心中”美术绘画活动、阅读分享《走近杜甫》等
一系列文化活动也将于国庆期间陆续开展，
为十一假期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

结合自身资源特色，今年“十一”黄金周
期间，定安还推出百里百村一日游、活力定安
两日游、人文美景两日游、运动康养一日游4
条旅游路线，邀请各地游客前来畅游“打卡”。

各大景区特色活动、门票优惠不断，定安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开展为期6天的琼剧
演出，推出身着汉服游客免费游园、家庭寻宝
总动员、品香制香体验等精彩活动。海南热
带飞禽世界从10月1日至7日推出票价优惠
活动，凡购买景区门票即可享受园区内飞鸟
乐园价格低至2折，即10元/小孩，陪同的成
人免收飞鸟乐园门票。

花式周边游 琼岛风光美

深山享清幽 黎家风情好

◀上接A01版
如大小洞天景区将丛林飞车、彩虹
滑道、时光魔毯等“网红”娱乐项目
进行组合打包，推出优惠力度更大
的套餐产品；蜈支洲岛景区将所有
娱乐项目进行打包，游客花费千元
就可享受到门市价1400余元的岛
上大飞鱼、小帆船、香蕉船等娱乐项
目，还推出更为高端的游船、探索潜
水等深度体验项目。

“很高兴看到岛内景区和酒店
都更关注岛内居民的出行需求，推
出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岛民专享’产
品。考虑到疫情防控等要求，我和
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决定国庆期间带
家人岛内游，趁长假好好地玩玩自
家门口的旅游胜地，以后也能够更
好地当‘东道主’，让岛外亲朋体验
到更多海南旅游的精彩。”海口市民
高雅这个假期和家人一起自驾海南
东线，同样有新的收获。

和高雅一样选择周边短途游的
岛内游客不在少数，岛内环岛游的
兴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旅游生活方式的新演变。
在山水黎乡绿韵白沙探访陨石坑里
的茶园，在保亭嗨玩红峡谷入住温
泉房，在琼海感受面朝大海再吃一
顿“爱国海鲜”……当越来越多的市
民游客走进小镇、乡村，我省乡村民
宿也迎来了接待高峰。

这个假期，位于万宁的日月湾
森林客栈入住率达到100%，冲浪
福利、拉网捕鱼等特色旅游产品有
力提升了游客的度假体验。“和认
识、不认识的人一起拉网捕鱼，收获
喜悦，是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孩子
也特别喜欢这种氛围，真的特好。”
入住森林客栈的李书云说。

“岛内居民不但能够拉动旅游
消费，其实更是海南旅游一个非常
好的宣传窗口。”业内人士坦言，让
岛内居民更好地了解本地旅游产
品，再通过他们的口碑将海南旅游
最新最好的玩法告诉给岛外亲朋，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方式。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上接A01版
在“酒里歌里”浪论村的“浪悦

黎奢”民宿，不论是房屋风格还是
餐厅的桌布、抱枕、吊顶、桌旗等装
饰物，无不包含大力神图案等黎族
元素，厅内还摆放有黎陶等制品，
黎族风情浓厚。国庆长假期间，

“浪悦黎奢”民宿的13间客房也被
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订满，入住率达
100%。

从海口自驾游前来浪论村的游
客王冰霞说，她此行就是为了亲近
大自然，感受黎族风情，放松身心。

“住在王下，绿意芳华推窗而入，自
然之香四面缭绕，可以欣赏黎乡的
美景，还能品黎族特色美食，听黎族
群众唱黎歌，跳黎族舞蹈。”王冰霞
透露，在“浪悦黎奢”民宿不远处的
沿河栈道及摸螺池，也是一个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

在升级、陆续推出旅游产品的
同时，王下乡还不断提升配套服务，
完善停车场、充电桩、指示牌等基础
设施。国庆长假期间，王下乡专门
安排人员加强值班值守，为游客提
供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在‘黎花
里’文旅项目一期的基础上，我们在
项目二期更多地把黎族的美食美景
和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能够真正
体验到黎族人民的淳朴，感受这里
独特的美丽。”王下乡党委书记杨荣
辉说。

（本报石碌10月4日电）

10月3日，一家三口参加智跑海口城市定向赛。（图片由赛事主办方提供）

景区热力足景区热力足 10月4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图①②）。10月3日和4日，南山景区连
续两天接待游客均超过1.8万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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