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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销售部
见习主管吴亚强：

党建引领强专业
热情服务不“断电”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张可

10月6日下午6点多，在cdf海口日月广场
免税店内，销售部见习主管吴亚强正准备下班，
却被上前咨询问题的购物游客围住了——“这
两个牌子的产品可共享3件 7折吗”“两件共
1188 元能用消费券吗”“买这个还有没有赠
品”……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只见吴亚强不慌不忙，
耐心解答。“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店促销优惠活
动多、进店客流量大，大家购物热情很高。”吴亚
强身说。

尽管今天已站了近9个小时，但吴亚强仍
“电量满满”，忙着穿梭于各柜台之间，处理手头
上的临时工作。她负责店内娇韵诗、资生堂、娇
兰等10个品牌的香化品销售，并了解各专柜的
顾客购物需求，管理专柜设施设备等等。

除了这些工作事项以外，吴亚强还有一项
重要任务——自从去年免税店内设立“党员先
锋岗”以后，她一直负责各类咨询来电的接听解
答工作。

在免税店专门摆放的“党员先锋岗”牌子
上，吴亚强的个人照片和手机号码被印在上
方。“在店内，消费者看到我们戴着党徽，会十分
信任我们。”吴亚强是一名有 7年党龄的“90
后”，说起这些被信任的感受，她直言“很有成就
感”。她表示，国庆黄金周这几天，游客咨询比
较多的主要是提货问题，他们担心下大雨影响
航班起降，从而影响购买免税品提货。

今年国庆黄金周，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有多个品牌快闪店入驻，还有惊喜限定品牌福
利、探秘沉浸式体验以及优惠让利活动，店内节
庆气氛浓郁、购物人气不减。在国庆长假前3
天，该店销售额同比增长153%。

伴随节日返程高峰期到来，进店消费的客
流量预计将继续增加。吴亚强说，只要进店购
物的消费者有需要，无论何时都可以从“党员先
锋岗”牌上找到其手机号码，进行联系咨询，“其
实不论平日里还是节日，我们最希望的都是为
顾客提供舒心满意的购物体验。”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我经教练指导学会站着划桨
后，就边划桨边欣赏两岸的热带雨
林风光，感觉特别轻松惬意。。”10
月4日中午，在万宁兴隆太阳河进
行蜜月游的浙江杭州新婚夫妇李
芷逸、刘颜莉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当天上午，他们刚与其他16
位伙伴一起学习体验了两个半小
时的桨板运动，收获满满。

记者了解到，与海洋里的桨板
运动不同，太阳河桨板运动是典型
的“雨林桨板”。因为太阳河流速
很慢，几乎相当于静水，特别适合
初学者在这里一试身手。国庆黄
金周期间，这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
客特别是女性游客前来体验、学习
桨板运动。

打浪海南俱乐部是第一家选
择在万宁兴隆注册的户外运动俱
乐部，太阳河河桨板运动就是他们
在去年推出的水上运动项目。

打浪海南俱乐部创办人杨佳
瑞从国家冲浪队退役后，因为特别
喜欢兴隆这座咖啡小城，就选择在
此定居、创业。杨佳瑞认为：“海南
的桨板运动虽然相较于内地开始
得比较晚，但因为当地有出众的自
然风光，使得海南桨板运动这两年
火了起来。”

10月4日9时，在桨板运动教
练现场讲授半小时理论课后，17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学员便开
始下水实践了。站在岸边，看着一
叶扁舟似的桨板飘浮在河面上，大
家起初还有点紧张，先以跪姿保持
平衡缓缓划行。适应一小会儿后，

教练开始让大家试着站在桨板上
划动桨，一番调整后，大多数人可
较为自在地在河道里穿行了。

“看，那里有两个老鹰窝。”当
学员游客可以放松划行时，一旁的
教练开始介绍两岸的“常住居民”
和雨林风光。

25岁的北京游客侯鑫研与另
外两名同伴是极限运动爱好者，这
次假期专程飞来万宁体验潜水、冲
浪和桨板。与潜水和冲浪不同，太
阳河雨林桨板让她们觉得难度没
有那么大，是更为放松的运动。

突然，从山那头飘来一阵急
雨，使太阳河变得烟雨濛濛，“这场
雨让我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热带雨
林的氛围。”李芷逸、刘颜莉对邂逅
这场雨赞不绝口。

“作为一个专业的水上运动俱

乐部，我们并不满足游客到此只是
‘打卡’、拍照，而是希望他们能在游
玩中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如果有兴
趣，还可继续学习海上划桨板，并考
桨板运动证书。”杨佳瑞说。

返程时，杨佳瑞在水中引导学
员将各自的桨板首尾相接，连成一
条“长龙”在河道里进行“S形”游
弋，趣味十足。上岸时，品味着俱
乐部提供的兴隆咖啡和兴隆特色
小吃，游客学员们美滋滋地说，还
会再来万宁体验桨板运动游。

近年来，万宁“体育+旅游”日
渐兴起，游客在万宁不仅可以体验
学习冲浪，还可以学习帆船、桨板、
潜水、皮划艇、滑翔伞等多项体育
运动，由此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前
来万宁旅游学习。

（本报万城10月6日电）

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扩种乡土果树，扩大海南长臂猿栖息地

青峦添新绿 佳果馈乡猿

9月5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对外宣布，今年3月2日、3
月3日，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
队发现，海南长臂猿B群、D群两个
家族群分别增加婴猿1只。至此，海
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由2020年的5
群33只增加至5群35只。

“每次观测到长臂猿的数量有
增加时，我心里都十分高兴。”霸王
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长邹正
冲说，2003年，他开始跟随专家进
山调研海南长臂猿，2004年霸王岭
海南长臂监测队成立后，他立即申
请加入。

海南长臂猿B群和D群由霸王

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负责监
测。因此，每个月该队要花5天时间
进山观测。

“进山前我们要先备好5天的
菜、干粮等食物。”邹正冲说，进山时
一般是8人，每个监测点4人。首先
他们骑着摩托车从单位出发，行驶很
长一段路程到达管护站，然后再沿山
路步行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海南长臂
猿B群和D群的监测点，两个监测点
分处在两个山头，第二天凌晨4点就
得起床，再步行1个小时左右达到海
南长臂猿监听点。

“海南长臂猿清晨会猿叫。我们
就跟着声音去寻找。”邹正冲说，长臂

猿是非常敏感的动物，听觉非常灵
敏，一旦发现树林中有异响，马上逃
走。为了不惊动长臂猿，他们事先要
把手机调到静音，小声讲话，慢慢靠
近，蹲下身观察。其中，一个人负责
数长臂猿的数量，一个人负责拍照，
另外两人负责记录长臂猿的生活习
性。“长臂猿在树上行动非常灵活，我
们需要分工才能更好完成监测任
务。”邹正冲解释说。

邹正冲说，海南长臂猿是群居
动物，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在海
南长臂猿长到4岁至5岁时就会被
赶出“家门”，那时全身都还是黑色
的，分不出是公还是母。到了7岁

左右性成熟后才能分辨出，公猿的
毛还是黑色，而母猿的毛则变成了
黄灰色或淡棕色。除了喜欢吃一些
野果外，海南长臂猿还会吃一些虫
蛹以及嫩叶等。

“经过霸王岭广大干部职工和科
研院所的40多年共同努力，海南长
臂猿从1980年代的2群7至9只，增
加到现在的5群35只，成效显著。”
霸王岭分局党委委员冯业旺告诉记
者，除了进行每群每月至少5天的日
常野外跟踪监测外，从2013年起，每
年10月开展一次同步大调查，检验
当年的保护成果。

（本报石碌10月6日电）

今年55岁的王进强是霸王岭分
局的老职工，长年跟林木打交道，让
他对乔木类的植物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为此专门买了一本《植物志》，进
行自学。

每当看到不知名的植物，王进强
除了请教老人获知当地的名称、叫法
外，还会翻阅《植物志》来对比该植物
的学名，了解掌握这些植物的特征、
生长习性等。

每每有专家来霸王岭调研，王进
强就会一边当向导，一边虚心向专家
请教。这样，经过多年的学习积累，他

认识海南本土的乔木类植物达上千
种，成为当地有名的植物“土专家”。

2007年，他加入海南长臂猿监
测队后，又对海南长臂猿经常采食的
乡土树种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掌
握了长臂猿最爱的10多种乡土果树。

“蕉木树属番荔枝科，它的果实有
点像芭蕉，但比芭蕉小，成熟后呈黄
色，是长臂猿最喜欢吃的果实之一，这
种果实人也可以吃。”“胭脂树的果实
有点像红毛丹，但表面是黄色，长臂猿
特别爱吃。”……说起长臂猿喜欢采食
的乡土果树，王进强如数家珍。“海南

木莲树的果实有点像番荔枝，但海南
长臂猿并不吃果实，而吃它的花，”王
进强说，因为木莲树属木兰科，花很
香，闻起来像白玉兰的味道。

对于每种果树的生长习性，王进
强也是了然于胸。“比如，黄桐树和胭
脂树要种在偏低、潮湿的地方，蕉木
是耐阴的，种在阴处，而海南蒲桃喜
阳，是强阳性物种，需要有光照才能
生长，因此要种在高一点的山坡上。”

“海南长臂猿喜欢采食的乡土果
树有10多种。”王进强说，除了前面
提到的蕉木、胭脂、木莲树，还有黄

桐、岭南山竹子、海南蒲桃等。
据了解，这些乡土果树由海南林

科院负责育苗，从今年8月开始种，
截至目前已种有1万余株树苗。王
进强说，计划要种4万株，乡土果树
生长缓慢，要10多年才能结果实。

之所以选择在东一管护站到斧
头岭管护点的道路两旁种植乡土果
树，是因为这里靠近海南长臂猿的B
群和D群的栖息地，以长臂猿的跳跃
速度，半个小时即可到这里，这样通
过人工干预扩大长臂猿的栖息地，有
利于长臂猿繁衍。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往白
石潭景区，有一条小小的水
泥路，这是东一管护站通往
斧头岭管护点的道路。10
月4日下午2点，霸王岭分
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王
进强正带着10多名工人在
道路的两旁种植海南长臂猿
喜欢采食的乡土果树。

“趁着现在还没下雨，
得抓紧种树。在热带雨林
的山区，随时都有可能下
雨，影响种树。”王进强一
边组织工人种树，一边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为了扩大海南长臂猿
的栖息地，霸王岭分局通
过实施生态修复及搭建生
态廊道工程，对南叉河地
区 400 亩松树林进行改
造，推进生态修复，种植长
臂猿喜食的乡土果树。截
至目前，已种植近10种乡
土果树1万株，搭建绳索廊
道 6 条和种植树木廊道
898株。

长途跋涉 每次进山观测要耗时5天

畅游自贸港

万宁兴隆太阳河兴起桨板运动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荡一叶扁舟 赏两岸雨林
挥汗度假期 项目加速跑

海南国庆档 观影热度高

体育+旅游 消费活力足

◀上接A01版
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后再上岗，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

据了解，安置房6号地块项目拟建7栋
住宅、2栋商业楼，总户数1050户，并配有
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和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等配套实施，预计2022年底完工。

东营西路沿线缆线沟及现状架空线入
地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也是一幅忙碌的景
象。

“之前受地下自来水改迁的影响暂缓
施工，因此我们国庆节不放假，争取把耽误
工期抢回来。”东营西路沿线缆线沟及现状
架空线入地工程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现
在项目投入施工人员有25人，施工高峰期
争取达到60人以上。

为营造安全施工环境，东营西路沿线
缆线沟及现状架空线入地工程项目采取了
多项措施。在开挖基坑阶段，做好封闭围
挡，并设置安全通道。同时要求工人进入
施工现场必须佩戴安全帽，做好安全防护，
并在项目的临边区域使用标准化的护栏、
绿网等防护设施。

◀上接A01版
以中视影城为例，10月1日至6日18时，海南中
视电影院线海南区域13家影城观影人次近12
万人次。

海南恒视Luxe巨幕影城负责人介绍，进入
国庆假期，影院日均人流量均超过1100人次，
较平日大幅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10月6日，一部红色经典老
影片也以全新形象亮相国庆档——由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与中国电影资
料馆联合完成的我国首部黑白转彩色4K修复
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文
化热度持续不减，浓郁的国庆氛围，让不少影迷
对这部修复影片翘首企盼。虽然影片情节已是
深入人心，但连日来，全国多地影迷依旧踊跃参
加点映活动，“红色经典+数字科技”让一代佳片
又赢来群众口碑。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
1958年出品，是新中国第一部讲述党的隐蔽战
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片。此次修复团队把我国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AI上色技术
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对
原片黑白影像逐帧进行修复，使这部红色经典
焕发出新的活力。海南观众可通过各类购票
App查看上映场次和购票。

◀上接A01版
“假日期间，看到这里有免费体验活动，我把帆
船、桨板快乐营和皮划艇都体验了一遍，在专业教
练的教学与带领下，感受到了水上运动的特别魅
力，以后我还会过来玩！”海口市民张其利表示。

在万宁日月湾，自由驰骋的惬意和动感活
力的氛围正在释放它独特的滨海魅力。由盘古
掌冲浪俱乐部、沙卡冲浪俱乐部、戒浪不冲浪俱
乐部等各大冲浪俱乐部联合策划的“万宁冲浪
嘉年华”如火如荼开展，“潮汐市集”“沙滩飞盘
赛”“部落电音派对”“落日畅晚派对”等活动接
连上演，带领游人深入领略冲浪文化。浓浓的
假日气息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放松自由又运
动健康的氛围感让更多人尝试冲浪运动。

在三亚，出海“浪一圈”成为许多年轻游客
的选择。每位游客只要数百元就可享受3小时
出海游，乘坐游艇在三亚湾附近海域游览观
光。海钓、摩托艇、拖伞、香蕉船等增值服务也
可满足不同游客的多样化需求。“游艇码头近日
的日均出海游艇、帆船、动力艇等超过400艘
次。”海南鸿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崔
小晋说，除了三亚湾，游客还可定制三亚港到天
涯海角、到南山等景区的航线。

10月6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流动博物馆之“南海文化进社区”活动在琼海市中原镇沙坡
村举行，孩子们积极参加“套圈大比拼”（图②）“最强大脑”（图③）项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近日，在澄迈县福山咖啡风情小镇，孩子们在水中乘船嬉戏玩耍，享受假日快乐时光（图①）。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欢乐假期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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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