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魏燕

最是拼搏见精神

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
升。在北京冬奥赛场上，有这样一群
年轻的运动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获得了网友的由衷喜爱。他们是
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上惊艳一
跳的谷爱凌，以88.70 的成绩摘得银
牌的 17 岁小将苏翊鸣，首次参加冬
奥会北欧两项角逐的赵嘉文……网
友纷纷为他们留言打 call、点赞，称

“他们为梦想拼搏，就是‘00后’最好
的样子。”

谷爱凌为什么受欢迎？苏翊鸣
为什么讨人喜欢？年轻的奥运小将

身上各有其“吸粉”的特质，谷爱凌
热情、开朗、追求卓越，苏翊鸣乐观、
谦和、沉稳大气，赵嘉文勇敢、顽强、
坚韧不拔……我们欣赏他们在赛场
上驰骋的矫健身姿，更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奋斗的意义，
看到了他们为梦想而拼搏的样子有
多美，而这本身就是奥林匹克精神
的本意。

为梦想而拼搏，需要日复一日的
努力奋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每位运动员赛场上一鸣
惊人的背后，都凝结了他们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刻苦训练。有“天才
少女”之称的谷爱凌，每天的训练时
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连吃饭也
是在上山缆车上完成，为了一个动

作，她可以在练习时摔倒100次，努力
6 年。因为“对滑雪与生俱来的热
情”，苏翊鸣训练时对自己非常“狠”：
为了去滑雪，他可以忍着耳朵被冻伤
的疼痛坚持上山，甚至还曾在一周之
内滑坏了好几块雪板。支撑他们挺
过这艰苦训练的，是他们对理想、对
事业的热爱。“努力吧，朋友，因为努力
不会欺骗你”，是苏翊鸣对网友的勉
励，也是所有运动员的真实写照。

为梦想而拼搏，是努力打破自身
的极限。一直以来，体育运动的竞技
性导致不少人把“打败别人”作为最
高目标，而且这种意识渗透到了社会
的方方面面。很多人以成败论英雄，
对胜者大加褒扬，对败者严厉批评，
这其实是不符合体育精神的。所以

在决赛现场，谷爱凌对妈妈说出“不
要，我要做 1620”时，她其实已经赢
了，她挑战了自己的极限，做出了属
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动作，也享受到了
那种畅快淋漓和自由。在热爱的运
动中逐步学会适应并克服恐惧和压
力，让自己更好地成长起来，这正是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也是奥林匹克
精神的本意。在本届冬奥会上，我们
还看到很多运动员勇敢挑战自己，突
破极限，虽败不悔，如战胜了自己的
中国男子单人滑运动员金博洋，以及
冲击4A失利的日本花滑运动员羽生
结弦等，他们都是奥运会的骄傲。

为梦想而拼搏，来源于内心坚定
的信念。运动无国界，但运动员有自
己的祖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

为什么而奋斗，一切努力和拼搏就会
有更高的价值、更大的意义和更坚定
的目标。苏翊鸣在获得世界冠军后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特意在镜头前
布置了一面中国国旗；谷爱凌在自己
的社交媒体上说，希望能够通过追求
极限运动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
流、了解和友谊，并为提高中国和世
界冰雪运动而努力。他们已自觉把
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之中，
将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进步作为自己
努力奋斗的动力。

最是拼搏见精神。人的一生只有
一次青春，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追着
冬奥会的旋律，舞动冬奥会的节拍，让
我们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梦想拼
搏奋斗，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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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评
要说现在的顶流，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肯定占一席之地。线上“冰
墩墩”开售即秒光，线下门店外消费
者冒着严寒排起长龙。为实现“冰墩
墩自由”，网友们拿出十八般武艺，雪
人版、树叶版、笔芯版、花馍版“二创
冰墩墩”纷纷出炉。“冰墩墩”火了，带
动IP周边挂链、挎包等商品成为抢手
货，网上“一户一墩”呼声甚高，映照
出北京冬奥会的热烈氛围，也搅热了
正在兴起的“萌经济”。

“萌经济”是通过萌系列产品而
催生的经济行为。萌系列产品外形

可爱，容易让人放下戒备，拥有安全
感，触发正面情绪，在繁忙的工作生
活中得到治愈。星巴克的猫爪杯、
迪士尼的玲娜贝儿、故宫的“萌娃
娃”等，都是“萌经济”的佼佼者。萌
系列产品刮起消费旋风，消费者乐
于埋单，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心理上
的愉悦感。

冬奥会的热烈氛围，为“冰墩墩”
的走红、“萌经济”的走俏提供了契机
和载体。“冰墩墩”以憨厚可掬的熊猫
为原型，身体圆润憨厚、动作略带笨
拙，给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加之“被
门卡住了”“不舍得下场”等滑稽桥
段，直接戳中人们心中的“萌点”。在
被问到为何喜欢“冰墩墩”时，大多数

人的答案也是“太萌了”“太可爱
了”。“可爱即正义”，“冰墩墩”正在成
为新一轮“萌经济”的颜值担当，连接
赛场内外，点燃人们的冬奥热情，用
无声的语言唱响一曲“冬季恋歌”，谱
写一段冰雪情缘。

“一墩难求”的热潮，见证了“萌经
济”的走俏，也让人看到了文创市场的
巨大潜力。在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里，“冰墩墩”的玩偶均无现货。即使
承诺三十天后发货，大家的购买热情
仍然高涨。“95后”“00后”是“萌经济”
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消费需求旺
盛，注重文创作品的个性化、差异化、
优质化、现代化等，追求精神上的愉悦
远超物质上的实用，呼唤市场以多元

丰富的“萌经济”好物，激发更大惊
喜。这告诉我们，包括萌系列在内
的文创产品，缺少的不是消费者，而
是精品。只要沉下心来细细打磨精
品，就能得到欣赏的眼光。

眼下，“一墩难求”的局面或
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
厂家扩大生产，相信人们实现

“冰墩墩自由”的愿望不再遥
远。希望这股热爱再浓烈一
些、持久一些，让憨厚可掬的

“冰墩墩”跨越语言、文化和国
界，传递中华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冬奥记忆，
激荡起“一起向未来”的真挚情感和
共同期盼。

谈热点 寻真相

“一墩难求”见证“萌经济”走俏
■ 韩慧

2月9日，国新办就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能够在
最基本的需求没有保障好之前先去搞“诗和远
方”，不能让城里老年人在互联网时代成为“需求
孤岛”，也不能让农村老年人八九十岁高龄还要自
己劈柴做饭。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单元，社区服务是
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关系民生、连着民心。不断强
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是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就此而言，此次出台《规
划》，从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组织保障
等方面，就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进行精心部署，
正当其时，具有针对性。

尤其是有关负责人表示不搞高大上的“诗和
远方”，而是先专注解决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最基本
生活保障等实际问题，更接地气，具有现实紧迫
性。其实，“不能让农村老年人八九十岁高龄还要
自己劈柴做饭”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说目
前农村的老年人服务体系和制度较为欠缺，要切
实增加供给，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等。

目前，农村为老服务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仍然存在明显短板和不足，此次出台《规划》显得
尤为及时和必要。一方面，农村很多老人成为“空
巢老人”，不仅要忍受精神上的空虚，还要承担一
些老不能及、老不该及的体力活，不得不“八九十
岁高龄还自己劈柴做饭”，这与子女外出务工有着
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一些农村老人宁愿守在家
中当“空巢老人”，也不愿跟随子女到城镇生活，很
大原因在于城市配套措施不到位，子女忙于工作、
鲜少陪伴，也让老年人对城市生活缺乏融入感、归
属感和获得感。当然，还有少部分子女经济负担
较重，难以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因此，解决农村“八九十岁高龄还自己劈柴做
饭”等养老服务短缺问题，既需要完善农村为老服
务设施，优化服务供给；也需要为子女们创造更多
便利的孝亲敬老为老条件，如提供就业机会、完善
城市配套等；同时通过强化思想教育和法治震慑，
避免由于子女不孝造成农村老人生活不便和困
难，帮助农村老人早日走出养老的窘境。

来论
助力农村老人
走出养老窘境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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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赵优 刘冀冀

日前，2022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女子大跳台冠军谷爱凌在社交
平台上表达到海南冲浪的向往。2
月10日，省旅文厅以及三亚、海口、
文昌等地旅文部门纷纷隔空喊话，欢
迎谷爱凌来到海南，在享受冲浪之余
体验更多度假乐趣。

让奥运“顶流”谷爱凌充满期待
的海南冲浪，到底是如何“出圈”的？

说到海南冲浪，万宁日月湾不得
不提，这里出现太多海南乃至中国冲
浪界的第一。

日月湾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高
质量定点浪型和沙滩浪型的海域之
一，常年平均浪高1.5米至2米，全年
都适宜冲浪。2010年，万宁首次举

办国际冲浪赛。经过十多年的培育
发展，全国冲浪锦标赛、全国青少年
冲浪锦标赛等国家A类赛事，以及
WSL世界冲浪联盟男、女子短板冲
浪挑战者系列赛等国际顶级赛事相
继举办，“冲浪万宁”品牌影响力日益
显著。

据介绍，来自全国各省的冲浪队
便长年驻扎在万宁日月湾训练和比
赛，目前日月湾已培育和训练出大量
冲浪冠军和优秀的教练员。相关数
据显示，日月湾优越的冲浪条件，累
计吸引了全球超过 40 个国家的
2000余名世界顶尖运动员到此比
赛。2021年9月11日，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冲浪决赛在海南万宁日月
湾落幕，东道主海南冲浪队共斩获2
枚金牌和1枚银牌，成为本次赛事最

大赢家。
2020年，万宁更是凭冲浪生活

体验清凉综艺《夏日冲浪店》火“出
圈”了。疫情之下，阳光、沙滩、海边、
冲浪等极具夏日感的元素，让大家对
海岛冲浪十分向往。从综艺《夏日冲
浪店》开始，冲浪的热度持续不减，各
路明星、达人也纷纷来到万宁日月湾
亲自体验一把冲浪的乐趣。

“海南自贸港建设步伐加快，愈
加开放、国际化的海南呼唤更多现
代、时尚的消费体验。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又为海南不断丰富旅游产
品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大众旅
游需求不断提升的当下，更多的体育
项目和旅游业态互为支撑相互影响，
必将发挥更大效益空间。”省旅文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近年来，在消费升级背
景下，我省深入挖掘美丽琼岛“体
育+旅游”的市场潜力和社会效益，
体育旅游发展势头火热，越来越多的
人奔向北纬18°的阳光与海滩，享
受冲浪运动带来的乐趣。

多年来在水上运动的深耕布局，
万宁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目前，
近30家冲浪俱乐部驻扎在日月湾，
常年提供冲浪体验、冲浪教学等服
务，并携手兴隆热带植物园等景区景
点，开展冲浪夏令营等研学项目。浓
厚的冲浪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
来，数据显示，2020年日月湾接待游
客量达到30万人次。

位于三亚海棠湾的后海，民宿和
冲浪俱乐部同样扎堆出现，各地慕名
而来的冲浪爱好者相聚于此，选择一

处民宿或酒店住上数周或数月，开启
自己的“冲浪季”；仅需一根绳、一艘
造浪快艇就可以在海上“飞翔”的尾
波冲浪，兼具运动和娱乐功能，吸引
了一大批水上运动爱好者和追求新
鲜、刺激的年轻玩家，甚至出现“一艇
难求”的现象……

不仅如此，围绕年轻人的喜好，
一些旅游消费新热点、新业态也在逐
渐涌现。“我们不断做大做强冲浪产
业链，打造‘年轻活力之城’，先后举
办了TIDE音乐节、草莓音乐节、麦
田音乐节和M-DSK音乐节等多场
音乐节，吸引年轻群体到万宁打卡旅
游，旅游人群和旅游消费呈现年轻
化、消费能力变强的发展趋势。”万宁
市旅文局局长姚旺说。

（本报张家口2月10日电）

我省体育旅游为何热度“出圈”?
紧抓消费新热点，布局旅游新业态

本报北京2月10日电（特派记
者刘冀冀 赵优）“听说海南很暖和，
还能冲浪。”近日，在某社交平台上，
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与网友互动时，毫
不掩饰对海南的喜爱，并表达出对海
南旅游的向往和期待。对此，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表示欢迎谷
爱凌来到海南，目前正在积极为谷爱
凌量身定制旅游线路。随后，海口、
三亚、万宁、文昌等市县旅游部门和
部分景区在社交平台发声，向谷爱凌
发出热情的邀约：欢迎来海南。

年仅18岁的中国女孩谷爱凌在
2月8日上午，取得了北京冬奥会自
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的冠军，为
中国实现了新的突破，她也成为拥有

“顶级流量”的运动员。
记者2月10日在某社交平台上

看到，谷爱凌通过自己的账号发布了
一条短视频。视频中，她穿着果绿色
的羽绒服、扎着高马尾，格外活泼亮
眼。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谷爱凌逐一
分享自己喜欢的运动、美食以及个人
穿搭，当被问到“国内去过哪些地方，
还有什么地方特别想去”时，她坦率
表示去过北京、上海、成都、苏州、杭
州等地，“我还没去过海南岛。”

记者随即连线海南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该厅国内市场和节
庆活动处处长陈建宇回应称，非常
欢迎谷爱凌来到海南，目前省旅文
厅正在积极策划，为谷爱凌量身打
造旅游线路，希望她在享受冲浪之
余，体验更多运动乐趣，感受海南优

质的旅游资源。
“我们在日月湾等你来冲浪！”

10日下午，万宁市旅文局局长姚旺
和全运会冲浪冠军黄莹莹共同向奥
运冠军谷爱凌发出邀请，欢迎她到日
月湾体验冲浪。

谷爱凌“种草”海南旅游的声音，
也引起了海口、三亚两地旅游部门的
重视。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邀请谷爱凌来海口体验帆船帆板、尾
波冲浪及在海口“一站式”品尝全国
美食。

“如果你来三亚，记得联系我们，
三亚欢迎你。”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局长亲自录制短视频，发出
来自鹿城的邀约。

截至记者发稿时，文昌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省博物馆、共
青团白沙县委、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等相关部门和景区也表达了对谷爱
凌的热情欢迎。

谷爱凌“种草”海南游，琼岛各地发出邀约

冬奥“顶流”为何青睐海南？
海报融媒探冬奥

2月8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上接A01版
琼海还结合在编的国土空间规划、经省委

省政府审定的报国家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准入目录以及水务专项规划，解决乐城
先行区防洪设施用地问题，为先行区重点项目
落地提供保障，共同推进万泉河乐城段滨河公
园、防洪堤等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工作。

琼海市资规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琼海
已将乐城先行区2022年用地需求列入2022年
度征地计划实施方案，计划征收土地面积2178
亩。这批土地将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海南
国际医学中心项目、医工转化平台以及道路交
通等项目落地建设，使博鳌乐城先行区与琼海
市区连接更为紧密，进一步为产城融合发展添
势蓄能。

琼海还将加快推进长租公寓、人才公寓、住
宅房地产项目等安居工程的建设，解决人才聚
集后的住房问题；推进园区基础教育项目落地，
为园区常住人群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服务，在
税收优惠、子女落户入学等方面予以优惠支持；
围绕重点区域，支持酒店、餐饮、休闲、购物、娱
乐等业态发展，统一园区标识系统，合理布局公
交停靠站、公共停车场及公厕等公共服务项目，
促进乐城先行区从单一产业园区向医疗产业新
城转型。

琼海认真服务乐城先行区的同时，也将积
极承接乐城产业外溢。乐城先行区与琼海联
动发展医药医械、医疗旅游、会议会展、运动康
复等产业，推动产业链向市区延伸，构筑园区
的功能多元化发展模式，并借助乐城先行区的
政策及机构，引导国内外的医疗健康产业组织
来博鳌举办会议会展项目，大力发展健康会展
产业。

“瑞金海南医院落户琼海、服务琼海，自身
的发展也离不开琼海。”瑞金海南医院党委书记
顾志冬说，他在乐城先行区工作以来，见证了园
区的高速发展，“去年医院建设始终高效推进，
提前进入试运营阶段，都离不开乐城先行区与
琼海市提供的各类要素保障。”

琼海市委书记田志强表示，下一步，琼海将
积极履行属地职责，全力支持保障乐城建设，持
续加强与园区的交流，形成长效沟通机制。如
建立每月召开例会制度，每月约定时间召开对
接会，设置招商联动机制等，双方有问题谈问
题，没问题就交流想法。同时设置招商联动机
制，承接乐城外溢产业，形成与乐城优势互补、
错位发展的科学布局，共享历史机遇，实现互惠
共赢。

（本报嘉积2月10日电）

一桥通两岸
融合绘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