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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2月2日电（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能在
这里看到国家级大师的作品，收
获很大，小孩看了也是受益匪
浅。”2月2日下午，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民
刘峰夫妇带着两个小孩过来参观

“壬寅年昌江迎春系列精品展”
时，对展出的作品赞不绝口。

据介绍，壬寅年昌江迎春系
列精品展分为“昌化江畔木棉红”
摄影作品展、“昌江黎韵”黎陶黎
锦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玉润天
下”壬寅年昌江三宝迎春精品展、

“春风浩荡展风华”中国当代名家
作品迎春邀请展。系列展涵盖了
200幅历届“昌化江畔木棉红”全
国摄影大赛的精品、40余幅精美

书画作品，以及斩获全国各大奖
项的昌江玉雕作品。同时特别展
出了鹧鸪斑奇楠、海南黄油格、海
南虫漏香三大件沉香。

展览还特别推出了昌化江书
画院名誉院长苏百钧，原广州画
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陈永锵，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利安等一

众名家的作品。系列精品展将展
出到2月28日。

据悉，从大年初二到初六，
海南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安排月
琴、琵琶、二胡、古筝等国家级
演奏员到场为观众演奏《喜
洋洋》《牧羊曲》《久久不见
久久见》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名曲。

昌江举办迎春系列精品展

春风浩荡展风华

■ 本报记者 郭萃

2月2日凌晨1时，海口市秀
英区永庄村广西籍菜农陆春平已
经起床。用冷水洗了把脸驱走睡
意后，他走出房门，冷冽的寒风迎
面吹来，他裹了裹身上的外套，披
上一件雨衣，骑上三轮摩托车前
往加旺批发市场。车上整整齐齐
地摆放着前一天晚上刚摘好的4
筐小白菜、油麦菜等各类叶菜。

10分钟后，陆春平到达加旺
市场，相比于往常，春节期间的市
场稍显冷清，但仍有不少菜农前
来交易。

陆春平搓搓双手，一边快速
按动计算器，一边拿笔记录，给顾
客结账收款。这已经是陆春平在
海口过的第四个春节。“人可以休
息，但菜不等人呐，菜地的菜要抢
收，晚一两天都会影响到蔬菜的
品质。”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连
日的降温降雨对叶菜长势会有一
定影响，容易生病虫害，所以他必
须做好蔬菜防寒工作，种菜的工
作量不减反增。

凌晨 3 时，陆春平带来的
700斤叶菜销售一空，他可以回
家休息一阵了。

而凌晨3时正是海口市江楠
市场最忙碌的时候。记者在江楠
市场内看到，一辆辆满载着蔬菜
的长货车有序驶入批发市场，工
人们正在卸货、过磅称重、装车
……大棚顶上的白炽灯照在地
上，把工人们进出忙碌的身影拉

得很长。
江楠市场的海口市菜篮子分

拣中心内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
在对前一日运至的蔬菜进行安全
检测和分拣。早上7时，80余辆
平价菜的配送车开始陆续出发。

当车辆抵达白龙市场时已接
近9时，在该市场的海口市菜篮
子自营摊位前，工作人员黄丽英
正在摆放蔬菜，就已经有市民陆
陆续续前来购买。

西红柿1.6元/斤、地瓜叶0.7
元/斤、尖椒1元/斤……记者看
到，菜篮子摊位蔬菜品种齐全，现
场设置的“一元菜专区”中，佛手
瓜、白萝卜、椰子菜、白心土豆等，
均为1元/斤。

“今天买了6种蔬菜才花了
12块钱，春节期间也能买到新鲜
平价的蔬菜，非常方便。”市民臧
先生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我们所有平价菜
末端网点都不打烊，从初四开始
就恢复正常营业。”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确
保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物价
稳定，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在2022
年春节期间储备蔬菜3000吨，包
括土豆、洋葱、大白菜、胡萝卜、莲
花白、白萝卜等35个品种，并做
好增储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市民
节日期间的购买需求，确保春节
假期“菜篮子”末端供应平稳、有
序，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安心、舒
心、富足的新春佳节。

（本报海口2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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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
孙慧 习霁鸿）海口畓榃湿地研究
所在 2月 2日“世界湿地日”公
布，去年9月开始，该机构在海口
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兽类
监测项目频繁监测到豹猫活动的
踪迹，这说明有一个豹猫种群生
活在五源河区域。这是海南首次
在城区发现豹猫的种群。

“豹猫分布范围广，适应能
力强，在海口郊区监测到豹猫是
意料之中的事，但不曾料想到它
能出现在如此靠近市中心的地
方，其中一个监测点距离海口市
政府办公区的直线距离不足
500米。”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
所长卢刚说，该机构从去年9月
开始，在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布设9台红外相机开展兽类
监测，在五源河全流域多个点位
频繁监测到了豹猫活动的踪迹，
这说明有一个豹猫种群生活在
五源河区域。

豹猫是我国分布最广泛的猫
科动物，能适应从森林到湿地，从

乡村到城镇的多种生境。在
2021年新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中，豹猫被列入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

豹猫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
里？卢刚说，像豹猫这样的小型
动物，对于生存环境的要求也许
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苛刻，即使
是一些碎片化的生境也能够让它
们存活下来。之前就有机构在深
圳市的城市公园中监测到豹猫的
生活踪迹，貉也在上海市的城区
入住，黄鼠狼更是广泛地出没于
人居环境。所以在海口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监测到豹猫的种群也
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海口五源河国家湿
地公园陆续发现花鳗鲡、小天鹅、
水雉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明星
物种”栗喉蜂虎连续多年在此繁
殖。豹猫的发现，说明了五源河
国家湿地公园的动植物生境正在
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恢复，有望为
更多的本土野生动物在城市中提
供一片栖息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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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在海口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监测到的豹猫。
（图片由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提供）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
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2 月 2 日
是春节黄金周第3天，得益于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多彩
的文旅活动，全省各地旅游市
场热度攀升，春节里的“海南特
色”也吸引了诸多媒体的广泛
关注。

2月 1日，三亚市旅游推广
局联合蜈支洲岛旅游区开展的
海底种珊瑚迎新春成功“出圈”，
吸引了央视《新闻联播》的关注，
报道了游客在蜈支洲岛海域将

珊瑚幼苗移植海底的新式过年
场景。《朝闻天下》也报道称，游
客作为海洋生态环保践行者参
与其中，不仅能够学习珊瑚保育
方面的知识、了解保护海洋生态
的方式，还能潜入海底亲手种下
珊瑚宝宝，在辞旧迎新之际种下
蔚蓝希望。“种珊瑚迎新春活动
登上央视屏幕，是虎年公益事业
的一次‘开门红’，这也激励我们
迈开步子，大干海洋环境保护事
业，将新春对大海的美好期盼变
为现实。”蜈支洲岛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新华网播报了春节期间三

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推出新春祈
福文旅“大餐”的消息。据介绍，
该景区除夕当晚通宵营业，在春
节假期推出“除夕夜辞旧迎新”

“吃越年面”“南山寺新春祈福”
等诸多活动，满足市民游客迎春
祈福的文化需求。金台咨询（人
民网精选咨询官方账号）则关注
三亚市各景区以欢度春节为主
题，纷纷推出优惠促销及特色活
动的情况。

CCTV-17中国三农报道特
别节目《东南西北 小院过年》也
播发报道《南繁“候鸟”田间地头
育良种》《海南三亚：南繁基地的

“后浪”们》，关注三亚南繁基地春
节无休，南繁“候鸟”田间地头育
良种以及三亚南繁基地的“后浪”
们在这一片蓝天白云下挥洒着自
己别样的青春。

据悉，2月 2日全省共受理
旅游投诉4件，已处理2件。全
天无涉及疫情投诉，无重大旅游
事故。

春节黄金周近半，我省旅游市场热度攀升，多项具有海南特色的活
动吸引了诸多央媒关注——

特色活动火“出圈”“琼式”迎新引关注

本报海口2月2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杜涛 于翔）春节
期间，海南机场公司旗下岛内外
各单位4万多人次坚守一线，其
中除夕共有1.2万多人默默坚守

一线，牢守机场门户，默默提供有
温度的真情服务。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海口气
温骤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机坪
上寒气逼人，但丝毫没有阻碍美
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驱鸟员们
的脚步。按照工作安排，他们春
节期间每天都需要排查所有驱
鸟设施设备，确保煤气炮、定向
声波驱散器、语音及超声波驱鸟
器等设备正常运行，拦鸟网、稻
草人、驱鸟风轮、闪光驱鸟器等
驱鸟设施完好，确保每架航班的
安全起降。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机场是旅客途中的中转站，也
是避风港。海南机场旗下各机

场候机楼内保持着不低于16℃
的温度，其中岛内机场通过自
然采暖保持恒温，岛外机场开
启地暖设备供暖，并安排运行保
障体系全员坚守待岗，实时监控
大型暖风设备确保持续平稳运
行，让旅客在严冬出行时感受到
温暖。

浓郁的姜茶可以为乘客驱散
严寒，香甜的糖水可以为游子补
充能量，随手一杯热饮可以为风
尘仆仆的旅人温暖心窝，这是美
兰机场T1、T2候机楼随处可见
的补给，让旅客在短暂的旅途中
感受“家”的温馨。

在疫情防控方面，海南机场
公司旗下各机场、酒店、商场等单

位，严格落实“管住关口、人物并
防、进出同管”方针，设立多个检
测点，增派工作人员值班值守，要
求每位进出旅客扫码测温，筛查
检测体温超标旅客。

美兰机场候机楼室内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末端设备的清洗和消
毒也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为
了确保更多旅客的安全，美兰机
场维修工们必须穿上防护服、戴
上口罩、防护镜，一台设备一台设
备地挨个消杀，一张网一张网地
清洗，即使防护眼镜片全是雾水，
即使连续作业超5个小时，即使
承受着高温的闷热，他们也一直
坚守付出，只为旅客平安出行保
驾护航。

春节海南机场公司4万多人次坚守一线

真情服务有温度

坚守年

骑楼老街：
苗舞闹新春

2月2日，大年初二，海口市美兰区美苑农贸市场部分摊位正常营
业，蔬菜品种与往常一样丰富。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2月2日，在海口骑楼老街，演员们表演海南苗族舞蹈《招龙舞》并与观众互动。整条老街洋
溢着春节欢快的气息，令市民游客目不暇接、赞叹连连。

今年春节，骑楼老街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兼具传统文化特色与非遗经典元
素，让市民游客感受到浓郁的海南文化风味。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