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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
拉力赛海口发车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王黎刚）2021中
国（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12月4日在海
口五源河体育场发车。

比赛从海口发车，设7个赛段，途经海口、文
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五指山、白沙、儋州等
9个市县。

今年的赛事在以往基础上，新增了短程分站
体验赛以及徒步定向赛。

据了解，组委会在景区内预先设置多个检查
点，参赛选手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规划路线到访各
检查点完成打卡，积分高者名次列前，积分相同
时，用时短者获胜。

中国（海南）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从2018
年起已成功举办三届。三年来，共有152台新能
源赛车、国内外304名赛员、2000多名工作人员
参与赛事，为海南清洁能源汽车推广、促进体育旅
游消费，做出了积极贡献。

海南省王宏卓越校长
工作室成立
带动造就一支高质量校长队伍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省王宏卓越校长工
作室近日正式成立，并在三亚举行了为期三天的
研训活动。

王宏是海南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海南省
高层次人才，先后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海南省优
秀人才、全国优秀高中校长、全国骨干高中校长、
国家级远程教育培训专家等荣誉。2017年8月，
王宏被北京师范大学选派至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
属学校担任校长；2020年11月至今，担任海南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

根据计划，该工作室在2022年研训学习阶
段，将定期开展读书交流、讲座论坛、课题研究、网
络研修等学习活动，以及阶段性学习汇报与交流
活动。同时，聚焦如何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两个
基本方面和德智体美劳“五育”实效，每学期开展
一次成员学校的研讨活动，每学期组织一次外出
考察和跟岗学习活动，每学期组织开展一次定点
帮扶学校调研活动。

在2023年实践研究阶段，该工作室将聚焦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和形势下的基础教育
发展方向、改革对策等新问题新课题，开展相关
学习、调研和课题研究活动；全面推进成员学校
和帮扶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
海南行活动启幕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李梦楠）12月4
日，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欢乐新海南·奋
进自贸港”2021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活
动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家重点网络
媒体记者、编辑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前往保亭、
陵水、三亚，玩转“大三亚”，奔赴一场文旅盛宴。

据悉，今年海南网媒行的目的地主要聚焦在
“大三亚”经济圈。媒体采风团将从有着“雨林
谧境”之称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出发，感受保
亭气候康养的独特优势；将去素有“珍珠海岸”
美誉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一睹分界洲岛、清水
湾、南湾猴岛、椰田古寨的“盛世容颜”；前往三
亚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村感受自然、享受片刻清
闲，去崖州湾科技城看创新的速度、南繁的温
度、南海的深度，去正在建设中的三亚文化中心
展望这座城市的未来，去崖州区南山村触摸乡村
振兴的希望。

参加此次活动的记者编辑来自北京、吉林、
青海、四川、江西、浙江等地。未来七天，全国
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们将通过图片、文字、视
频、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全方面、多角度、立
体化地报道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团结进取中的

“大三亚”。

我省将开展
拥军医疗优待月活动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看病
将得到全面优待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刘操）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日前牵头组织10家医疗服务示范单位，
定于2021年12月10日至2022年1月10日,开
展拥军医疗优待月活动，让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享受优先、优惠、优质医疗服务。

此次拥军医疗优待月活动是贯彻落实不久
前我省16部门联合印发的《海南省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实施办法》
的具体举措，是社会化拥军的重要内容。10家
退役军人医疗服务示范单位将发挥各自医疗专
科特色为全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含省消
防救援总队系统人员），开展针对性强的特色医
疗优待服务。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可
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及时前往就诊，就诊前需拨打
医疗机构联系电话提前预约，并带好个人居民身
份证和优抚对象身份证件，无优抚对象身份证件
的可前往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具证明。

10家退役军人医疗服务示范单位为海南省
肿瘤医院、海南骨科医院、眼视光学中心、省中
医院、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慈铭（博鳌）国
际医院、鼎点口腔、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名
德堂国际健康管理（海南）有限公司、轩辕柏中
医诊所。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李风波）海南日报记者12月
4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水利部印发《关于下达相关
水利工程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的通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5.6亿
元支持琼西北供水工程建设，并下达
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4亿元。

琼西北供水工程是国务院部署抓
紧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列为2021
年度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工程任务是续建松涛西灌区，构建琼
西北水资源配置体系，解决农业灌溉
和城乡综合用水问题。

琼西北供水工程年度建设资金未

完全落实等问题，是省发展改革委在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力
求解决的重大改善民生问题。

今年7月3日，省发展改革委赴琼
西北供水工程长岭隧洞现场调研，研究
解决项目开工和年度建设资金落实问
题。7月13日，琼西北供水工程利用已
到位的省级资金开工建设。

7月中旬，国家评审中心召开琼
西北供水工程资金申请报告评审会
议。根据评审反馈意见，琼西北供水
工程任务之一是续建松涛西灌区，松
涛西灌区“十四五”规划的56万亩灌
溉面积将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支
持范围，其他16万亩琼西北供水工程
设计灌溉面积将不纳入中央预算内投

资补助支持范围。
经省发展改革委多方协调和争

取，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将琼西北供
水工程72万亩设计灌溉面积全部纳
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核定中
央预算内投资定额补助15.6亿元。

截至12月1日，琼西北供水工程
完成年度投资2.4923亿元。

百余件奥运藏品
亮相体博会

本报海口 12月 4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为
期三天的2021 年首届中国（海南）
体育用品和装备进口博览会（以下
简称“体博会”）在海南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举行。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文化发展中心、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和省旅文厅联合主办
的“传承·超越”双奥体育文化展同
期开展。

此次展览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即将开幕为契机，精选中
国体育博物馆馆藏的历届夏季奥运
会、冬季奥运会全系列火炬、奖牌等
100余件珍贵藏品，以组团式信息点
集中展出，全面展示中国与奥林匹
克的时空互动与发展成就，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
神力量。

展览上有现代奥运史上诞生的
第一支火炬，有历届冬季奥运会标
识徽章套装，还有冬奥会吉祥物“冰
墩墩”和“雪容融”……奥林匹克运
动会全系列火炬、奖牌、吉祥物等在
此依序展示，带领人们穿越历史的
时空隧道，一窥中国与奥林匹克的
互动发展。

以冬奥会筹办为窗口，冬奥知识
长廊科普了冬奥会滑冰、冰壶、冰球、
雪车、雪橇、滑雪等7大项内容，以及
花样滑冰、越野滑雪、钢架雪车等15
项分项介绍，更有中国参加历届冬奥
会情况，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
冬奥会相关纪念品等文化产品，介绍
了中国自1980年参加第一届冬奥会
以来，在历届比赛中的突破与成就，宣
传普及冬奥知识，展示冬奥文化中的
中国意蕴。

中央预算内投资15.6亿元支持琼西北供水工程

三亚启动入境游客
移动支付便利化试点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李艳
玫）12月3日，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
创建入境游客移动支付示范区启动仪
式在三亚市大东海广场举行。即日
起，境外游客到海南旅游消费，无需开
办本地银行卡即可完成支付账户充
值，只需智能手机扫一扫，便可像国内
居民一样便利地使用移动支付进行日
常消费。

据介绍，银行为境外游客量身定
制了多种移动支付便利化解决方案，
实现了微信支付、数字人民币、银联
境外钱包等多种移动支付模式的综
合应用，境外游客可任意选择其中一
种或多种支付方式进行注册使用。
如腾讯金融科技和光大银行海口分
行为短期入境人士打造的微信支付
模式，其操作非常简便，境外游客来
琼入境时即可凭护照下载微信APP，
通过“Balance top up”小程序指引
到全省21家光大银行网点办理外币
兑换及支付账户充值，在不开立境内
银行卡的前提下即可使用充值余额
进行扫码消费，适用于零售购物、餐
饮消费、景区购票、乘坐公交、共享骑
行、网络约车等所有支持微信支付的
交易场景。游客离境时可到省内光
大银行任一网点办理剩余余额提
取。目前微信支付模式已支持面向
全体入境游客开通年支付限额为1
万元人民币的钱包账户。

下一步，三亚市人民政府、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等有关单位将以
海南自贸港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为契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组织
更多职能部门和银行、支付机构参加
优化入境游客移动支付服务项目，持
续提升入境游客移动支付体验和满
意度，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市场潜
力，打造海南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新标杆。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专项行动举报热线 65332869、
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
偿新闻举报：966123

■ 本报记者 谢凯

12月3日凌晨5时许，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海南长臂
猿葵叶岗监测驻点，气温降至8摄
氏度。

山里的湿气重、气温低，海南长
臂猿D群监测小组组长王进强从睡
袋中把手伸了出来，拉开拉链，身子
同时迅速钻出来。

不到一分钟，王进强就把衣服
和裤子穿好了，记者注意到，王进强
因多年在山中工作，落下了风湿病，
膝盖上裹着厚厚的护膝。

“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有些职业病。”王进强笑着说。

此时，小组其他6名成员还在睡
梦中，王进强这么早起床是要给大
家做早餐。

“今天是调查最后一天，昨晚还
剩一些五花肉和鸭肉，用小火热一
热，让大家吃点好的。”王进强说，除
了C群监测小组可以住在村里，其他
长臂猿监测驻点都没有电，每次在山
里过夜，做早餐的人都要提前一个小
时左右起床，给组员准备早餐，“夏天
还好，冬天可就不好受咯。”

听到动静，睡在铁皮房外水泥
地上的监测小组组员冯振林从帐篷
里探出头。

因记者的到来，冯振林主动让
出屋里的位置，在外边帐篷入睡。

“我们常年待在山里，习惯了，你
们可顶不住。”冯振林对记者打趣道。

“大家起床了。”5时45分，推开
绿色的铁门，王进强冲着漆黑的环
境小声喊道。

餐桌上，大伙吃着热气腾腾的
白米粥。

一旁的海南日报摄影记者掏出
相机按下快门想记录下这一时刻，
监测小组组员黄海被闪光灯一惊，
手一哆嗦，差点把早餐打翻，笑着躲
到一旁。

吃过早餐，大伙开始为上山做
准备：仔细确认相机设备和表格、装
好干粮、穿上防蚂蟥袜子……

“只有准备充分，才不怕意外情

况发生。”王进强说，再繁琐的工作
流程，该执行就要执行。

上午8时30分，海南长臂猿的
第一次鸣叫时间点已过。

山风不断呼啸，黄海怕身子冷
后移动不灵活，就在监听点慢慢地
走动，一个电话打来让他脸上有了
笑意。

“你电话怎么接不通？”电话另
一端的妻子发问。

“我刚在山里，信号不好，到监
听点了，没事。”

……
黄海进山后的手机通话记录

里，这是几乎每天都有的电话号码。
（本报霸王岭12月4日电）

关注2021海南长臂猿大调查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与海南长臂猿大调查监测小组同吃同住

风餐露宿 只为猿声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人类认为蛤蟆不美，但蛤蟆的
妈妈会认为蛤蟆很美……”12月 3
日，在海口经济学院举办的首届海南
高校美育论坛上，参会嘉宾妙语连珠
引发听众阵阵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
掌声。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1
年9月22日，海南省委办公厅、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
案》，要求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
功能，打造“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
劳诚信、文明朴实”的海南学生特色
印记。

基于这种背景，在首届海南高校
美育论坛上，多位主讲嘉宾、专家学
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精彩互动。

美育促进人格养成和
人才建设

天下万物本无美丑，只是因为人
的存在才划分出美丑的范畴。相关

专家在论坛上指出，做好美育工作，
对人格养成、人才建设有重要意义。

“美育求美、德育求善、智育求
真，‘三管齐下’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海口经济学院执行
校长彭京宜建言。他从美是什么、美
的客观要件、美的主观要件等三方面
进行论述，提出美是客观、主观相结
合的产物。

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厉春回忆
道，他曾在访问古巴时领略到当地人
民的快乐，只要享受到艺术之美，“可
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歌舞”。结
合自身经历和见闻，他建议，美育要
遵循人生成长规律，最好从幼儿开
始，不断提升学生认识美、发现美、创
造美、传递美的能力。

思想应该在云端，双脚
必须在大地

一批专家学者在论坛上的发言，
既有理论价值又紧贴海南自贸港建
设实际。

谈及美的类型，海口经济学院华
都影视学院院长周石星列举了六类：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粗粝之美与精

致之美，古朴之美与时尚之美，愚拙
之美与聪明之美，高蹈之美与踏实之
美，主流之美与多元之美。他提出，
无论追求哪种美，都要做到，“思想应
该在云端，双脚必须在大地”。

“以美育为引擎，推动实现‘文
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贸’。”海
口经济学院南海电影学院副教授李
垚说，文化自觉需要引导、教育和灌
输；文化自贸要“走出去”“请进来”，
兼顾普世性与普适性，实现从“他
塑”到“自塑”。她还提出了“一源多
用”“共建、共振、共享”的具体路径
和构想。

相关学者对美育生态进行探
讨。海口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陈玉书提出关于美育生态化转
向的思考：美育生态化是目标预设与
自然生成的统一，是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融合，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的共生。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
教授王麒霁从海南油画美的表现与
感悟角度，认为菠萝园、海角渔村、热
带雨林、苗寨风情、老街文化等正在
转变为特色风景，提出要坚持绿色生
活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海南艺术
提供相应支持。

多读书读好书是好事

在提问环节，有学生提问：“如何
在生活中发现美、欣赏美？”彭京宜回
答，感受生活中的美，“要享受愉悦，
珍惜感动。不要总是试图用概念去
驾驭感觉”。

彭京宜既认真答问，也“抢”话筒
代表听讲学子提问：“如何从古今中
外文化中寻找美？”相关专家表示，

“美在经典中”“美是很高的境界”，因
此要多读书、读好书。

“在授课中，要少一些盛气凌人的
压迫感，让学生感受到美，实现‘共
情’。”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传媒学院
副教授史惠斌在听讲学生的欢声笑语
中提议，“求学阶段好好看几本经典之
作，好好完成作业，难道不‘香’吗？！”

走出论坛大厅，不少学生表示受
益匪浅。海口经济学院学生韩佳秀说，
作为摄影专业的学生，以后更懂得用镜
头发现美、表现美。影视动画专业学生
宋洪感慨，这次论坛犹如一味良药，让
他深受启迪。影视戏剧表演专业学生
郭蓉说，美育让人发现生活中点点滴滴
的美，相信自己以后会创作出更多优秀
作品。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发挥美育功能 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
——首届海南高校美育论坛侧记

⬅ 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
中学海口实验学校第五届体育节，28
个班的学生参加了 210个项目的竞
技。图为学生装扮成“小小红色龙”。

⬆ 学生手举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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