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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少儿读党报活动
首站走进屯昌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石祖波 王康景 汪承贤 陈卫东）11月21
日，屯昌县向阳中心小学部分学生走上街头售卖
报纸，随后，他们参与了一堂特殊的班会——与海
南日报记者一起读党报、学党史、感党恩。

为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热潮，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新海南客户
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日报发行中心承办，
屯昌县教育局协办的“追光少年行”海南少儿读党
报、学党史、感党恩系列活动21日启动，首站设于
屯昌。活动包括党报记者进校园、卖报小行家、我
是小小通讯员等。

在分享卖报心得环节时，不少学生争相举手
发言，欢声笑语不断；而在跟海南日报记者一起读
党报、学党史的过程中，聆听记者讲述广大共产党
员在革命战争、在经济建设、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时代精神，不
少学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据悉，该系列活动将面向全省少儿展开。

海南消防徒步行活动
在海口万绿园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罗科凯）11月2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海南火焰
蓝徒步行”活动在海口万绿园举行，约200名徒步
爱好者手持主题能量卡在8个沿途能量补给站打
卡盖章，通过新颖有趣的活动吸引广大群众了解
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安全。

此次活动8个沿途能量补给站的体验项目由
全省各地消防部门精心策划，不仅寓教于乐、干货
满满，多样的活动形式更收获了现场徒步爱好者
们以及市民游客的热烈反响。

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海口”打卡点
策划了房屋火灾隐患查找的活动；“三亚”打卡点则
设置了逃生面具介绍与使用，逃生帐篷体验等活
动；“儋州”打卡点准备了消防飞行棋和拼图游戏；
在“文昌”打卡点，参与者们可以体验水枪精准射
击；在“琼海”打卡点，试穿消防服装、体验水带保龄
球的经历让人直呼新奇；“洋浦”打卡点的消防标识
猜一猜游戏互动，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澄迈”打
卡点的灭火器讲解展示令参与者们纷纷加入灭火
器的使用体验活动；“乐东”打卡点为卡片火灾隐患
查找游戏，需要参与者仔细、耐心排除隐患。

活动现场还鼓励徒步爱好者们在徒步过程中
参与全民抖音大赛，以“消防员在我身边”“消防安
全 全民参与”等为主题，配上“海南消防徒步行活
动”字眼，拿起手机自拍或拍摄沿路美景、现场活动
等，展现健美身姿，营造全民学习消防安全的氛围。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关注消防宣传月活动

世界儿童日主题活动
在海口举办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张小燕）11月20日晚6时，伴随32名儿童演唱的
《美了海南》歌曲，蓝色灯光在海口市滨海大道一
座座楼宇中缓缓亮起。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
持下，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与北京艺美公益基金
会联合开展“点亮儿童未来”的世界儿童日主题活
动，用象征儿童友好的蓝色灯光点亮海口标志性
楼宇建筑群，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推动儿童福祉、
落实儿童友好的声音。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当晚，海口市
连同深圳、南京、武汉等22座城市共同为孩子们
亮灯，向全世界彰显中国城市为每一个儿童点亮
光明美好未来的决心和承诺。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海南成美慈善基
金会成立11年来，长期在儿童慈善项目上深耕发
展：“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让更多边疆女孩享
有公平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机会；“爱助事实孤儿”项
目致力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阳光成长；“童声飞
扬”项目则让乡村儿童有了更多歌唱学习和自我展
现的机会。截至2021年9月，成美慈善基金会儿
童类慈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支出约1.36亿
元，直接受益的儿童约4万多人。其中在海南省累
计支出约1875万元，直接受益的儿童约1.4万人。

第四届海南福山
全民健身骑跑活动举行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
邱世全）11月20日，2021年海南福山全民健身骑
跑活动在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文化广场举
行。连续四年在福山举办的骑跑活动已经成为当
地的明星赛事，吸引700多名来自全省多个市县
的运动员参加活动。

比赛由骑行和跑步两个项目组成。起点位于
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其中跑步距离13
公里，骑行距离15公里。活动融入打卡点，趣味
游戏、抽奖等活动环节，参与度高，趣味性好，广泛
受到大家好评。

据悉，本次骑跑活动将全民热衷参与的骑行、
跑步运动与澄迈深厚的2000多年历史和丰富的
休闲旅游资源进行深度融合，旨在传递全民健身理
念，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满足群众多样
化的需求，同时也会加快推进休闲旅游产业发展，
为加快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
办，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恩铭体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管
委会、福山镇人民政府支持。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11月20日，“美好
新海南·环岛欢乐行”2021年（第三
届）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活动走进三
亚市吉阳区红花生态园共享农庄。
采摘火龙果、骑马、钓鱼和划船等丰
富活动吸引了五指山、乐东、儋州和
三亚本地近300名游客前来享受周
末田园之旅。

此次活动依托三亚市乡村特色
旅游文化资源，融入全域旅游理念，
积极推介三亚乡村旅游，宣传生态
宜居新乡村，提升三亚乡村旅游文
化的影响力。活动当天，红花生态
园共享农庄的三角梅长廊花开争
艳，游客们即兴表演的儋州调声正
式开启欢快一天。在共享农庄里，
游客或是来到火龙果种植基地体验

采摘的快乐，或是在鱼塘边撑起鱼
竿享受悠闲一刻，或是在碧波荡漾
的湖面泛舟度过周末时光。有的游
客则来到马场，在教练的指导下，感
受一把骑马的乐趣。

在活动现场，主办方还设置了乡
村农产品市集。村民们售卖的鸡、
鸭、鹅、鸽子等家禽以及玉米、地瓜
叶、香蕉和火龙果等瓜果蔬菜，让喜

爱绿色食物的游客满载而归。据主
办方介绍，在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活
动中设置农产品市集，希望通过活动
为当地农产品提供展销平台，帮助当
地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三亚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和海南骑兵营体
育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2021年（第三届）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活动走进三亚

近300名游客在三亚邂逅“诗与远方”

位于乐东尖峰镇凤田村附近的石
榴田水库，是一座小（二）型水库，水库
容量42万立方米，主要功能是提供农
业与生活用水。近日，记者在石榴田水
库现场看到，整个水库基本已经干枯，
水库大坝中间仅有的一点蓄水被分割
成三四个小水坑，长长的白色塑料抽水
管从水坑延伸到周边的农田里。

“水库里的水坑还是我们用挖土机
挖出来的，下雨蓄了点水，不然水库根
本就没有水可以用。”王芳告诉记者，石
榴田水库长期干旱，水库的湖床已经裸
露，蓄不住水。由于缺水，周边很多农
田都是农户自己打水井抽地下水灌溉。

由于水库湖体严重萎缩，裸露出

来的土地被周边的村民开荒种了水
稻，或是玉米、豆角等。记者沿着石榴
田水库走了一圈，发现连水库的溢洪
道上游裸露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垦，旁
边有个小木屋放置着农具，还有一个
人工蓄水池，周边种着豆角。

水库蓄水功能退化，为何无人管
理？当记者走到石榴田水库的库房，
发现库房也已经被占用。库房外面圈
养着鸡鸭，库房一间房子放着一些农
具，另一间房则住着人。记者询问其
是否为水库管理员，对方表示不是。
据凤田村村民反映，水库库房里住的
是当地村民，住在库房是为了看护自
家的槟榔园。

蓄水功能退化、无人值守、经费欠缺，乐东部分水库管护运行缺位——

水库成了管护“真空带”?
■ 本报记者 孙慧 邱肖帅

“缺水呀！你看我们这附近都是农田，水库就这么点水，种地不容易！”11月12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凤田村村民王芳在石榴田水库查看抽水泵，
指着前面一处小水坑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整个水库就这么点水，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到明年春节后。

近日，有群众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乐东部分水库运行管护缺位，存在诸多安全隐患。11月12日至11月13日，记者走访发现，乐东多个水库存在蓄
水功能退化、无人值守、溢洪道被占用、被承包养殖等问题，影响水库的防汛、供水安全、灌溉、生态等功能的实现。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石榴田水库
以外，乐东的其他一些水库也存在管
护运行不到位的问题。

11月12日，记者在九所镇的木
棉头水库看到，大坝左肩的草坡枯死
了一大片。在堤坝的内侧坝体上树了
很多电线杆，头顶的电线则紧贴着水
库边缘绕了半圈。水库旁的库房里面
床铺空荡，结了许多蜘蛛网，看起来已
经很久没有人居住。库房墙上贴着一
张纸质告示：“本水库保护范围内，禁
止垦殖、取土、建房、炸鱼、葬坟、采伐
树木和破坏堤坝设施等行为”。而这
个告示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 1月 1
日，告示里的字迹已经模糊。

来到大安镇南木水库，记者看到水
面生长着大片水葫芦，水库坝体内侧杂
草丛生，周边村民把成群的黑山羊赶到
了水库坝上放养。记者通过无人机俯
瞰发现，除了水葫芦，还有不少矿泉水
瓶、白色塑料泡沫等垃圾。记者还注意
到，水库中还有多个养殖用的浮球漂

浮在水中间，在水库捕鱼的一名村民
告诉记者，浮球是用来养殖珍珠的。

走进南木水库管理所办公楼，办
公楼里的办公室空无一人，记者按照
水库防汛责任人告知牌上的信息，给
南木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孙凯打电话，
向其反映上述情况。孙凯告诉记者，
对于水库的管理养护欠缺问题自己也
很无奈，管理所的职工工资低，也缺少
养护管理经费，养护管理工作责任落
实不到位确实有心无力。

记者询问南木水库是否存在违规
承包养殖的问题。孙凯表示，南木水
库管理所在十年前将水库承包出去给
别人养鱼，承包期限是三十年，后来承
包人又转手将其承包给其他人养殖珍
珠，养殖珍珠的承包户不知道在水库
中投放了什么肥料，造成了水库湖水
浑浊发臭。目前南木水库的养殖行为
已经停止，但是承包合同还存在，管理
所已经通知该承包户把承包合同拿回
来，协商如何停止承包养殖协议。

乐东现有95座水库，小型水库
数量较多，面广量大，对保障当地生
产生活，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发挥着重
要作用。

据了解，水库的运行管护工作应
当是地方政府一项常态化、经常性的
工作。水库运行管护缺位，一旦遭遇
到旱情、汛情，干旱缺水或暴发洪水，
不仅会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甚至
有可能威胁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从省水务厅了解到，省水务

厅在今年4月已经向乐东发函，通报
在全省水库汛前抽查中发现的乐东
水库管护运行不到位的问题。11月
9日，省河长制办公室也发函给乐东
县政府，向其反馈11月5日至7日对
乐东水库运行管护工作情况抽查发
现的问题，包括溢洪道堵塞、违法取
水、管理房废弃、进库道路无法保障
防汛抢险等。省河长办要求乐东县
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对所有水库进
行排查，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乐东县水务局局长陈雄锋表示，
针对相关部门反馈的水库管护运行
不到位问题，乐东县水务部门正在加
快整改，目前南木水库已经组织人员
清理水葫芦和杂草，其他水库问题正
在排查整改。针对小型水库管理落
后的问题，乐东县水务局于11月19
日组织120名小型水库管理人员到
三亚市水库参观学习，强化小型水库
的管理工作。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管理经费欠缺 | 水库管护责任人诉苦管理有心无力

蓄水功能退化 | 水库干旱、裸露土地被蚕食垦殖

督促问题整改 | 组织人员到其他市县学习管理经验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李冬林）为庆祝大熊
猫兄弟贡贡、舜舜来到海南满3年，
11月21日，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举办熊猫兄弟登岛三周年视频直
播活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邀请
全国网友一起线上为大熊猫兄弟进
行庆祝，宣传推广熊猫文化。

当天10时，直播活动开启，大熊
猫兄弟贡贡、舜舜在饲养员的引导下
登场。为庆祝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
日子，园区给熊猫兄弟精心准备了充
满热带风情的大餐——大大的芭蕉
叶上铺满了竹笋、椰子、苹果、西瓜、
番石榴、橙子、木瓜、窝窝头等美食。

据了解，大熊猫兄弟贡贡、
舜舜登岛3年以来，吸引了众多
国内外的“熊猫粉”前来打卡，
热带熊猫文化正逐渐成为海南
旅游的特色产品之一。

登岛三周年

熊猫兄弟
“开播”庆生

➡一名“熊猫粉”对大熊猫进
行网络视频直播。

⬆11月21日，在位于海口的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大熊猫“舜舜”享用美食。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石榴田水库湖体严重萎缩，水库大坝中间仅有的一点蓄水被分割成三四个小水坑。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我省帆船帆板锦标赛收帆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王

黎刚）11月21日，2021年海南省帆船
帆板锦标赛在临高收帆。海口队、儋州
队表现不俗，各获得了5枚金牌。

本次比赛设专业组和俱乐部
组。其中，海口队的黄燕结、李孟
挺、符芳语、邓经山分别获帆板女子
RS：X级长距离/场地赛、帆板男子
RS：X级场地赛、帆船女子激光雷迪
尔级场地赛和帆板男子T293 级场
地赛第一名。

据悉，海南省帆船帆板锦标赛已
连续举办五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