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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符志敏

“阿梅，听说你醒过来了，我太
高兴了。这几天，乡亲们给我们凑
了5万多元，医保也能报销一部分，
看病钱你不要操心。宝宝现在也有
人照顾……”8月 3日下午，王崇范
来到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看望
妻子，由于无法进入重症监护室，他
在病房门口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
委托护士转交给妻子，希望妻子好
好养病。

王崇范家住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

建新村儒洪村民小组，和妻子郑兰梅
育有一儿一女，他平时在永兴镇的一
家饭店打工，妻子在海口一家蛋糕加
工厂工作，一家人此前一直过着幸福
简单的生活。

去年，郑兰梅怀了第三胎。今年
7月住院生产检查时发现，郑兰梅乳
腺有肿块，最后确诊为淋巴癌。

“7月20日，孩子生产时，阿梅的
状态还是不错的。但到了7月31日，
阿梅病情加重，突然陷入昏迷，住进了
重症监护室。”王崇范说，这段时间，他
每天要往返医院和家里照顾妻子和小
儿子，刚出生的宝宝只能先让读大一

的女儿照顾。
妻子住在ICU里，每天要交上万

元的医药费；刚出生的婴儿，买奶粉、
纸尿裤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女儿读
的是民办大学，9月开学还要缴纳近3
万元的学费……这一笔笔开支，让这
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

得知王崇范妻子住院，建新村的
村干部于8月1日中午在村里的微信
群里发出爱心倡议，号召有能力的村
民和干部伸出援手，帮助王崇范一家
渡过难关。

一家有难百家帮。爱心倡议很快
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响应，大家你100

元，我200元，短短2天内，就有226
名村民和党员干部参与，筹得善款
51954元。

这些捐款的村民中，很多已外出
务工多年，和王崇范并不认识，但得知
同村村民遇到困难，仍慷慨解囊。“陈
鹏和王娇娥是本村人，在外开办餐馆
和企业，分别给王崇范捐了1000元。”
建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光
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有的村民家里并不富裕，但也
伸出了援助之手。村民王光兰的妻
子因脑出血卧病在床，今年做了开
颅手术，全家人只能靠儿子外出务

工养家，但他坚持捐了 100元。“我
们家也有病人，知道他们的不容
易。我们能力有限，只能略表心
意。”王光兰说。

同时，针对王崇范大女儿大学学
费，王光浩已向石山镇教育发展促进
会提出援助申请。

“我们村的村民平时都以务农、打
零工为主，经济条件一般。这么短时
间内，全村人帮我们家筹到了这么大
一笔钱，真的让我十分感动。”王崇范
说，村民们的恩情他铭记于心，“等妻
子出院后，我们全家人要当面向大家
致谢。” （本报海口8月3日讯）

海口一女子产后昏迷住进重症监护室，同村村民2天内捐款超5万元

小村有大爱 有难众人帮
海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直播活动

普及中小学生
预防溺水与急救知识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海南省普治办、
省司法厅、团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等单
位开展“筑梦公益 普法先行”中小学生预防溺水
与急救知识直播活动，向青少年普及防溺水安全
知识。

广大教师及
家长可携中小学
生扫描以下二维
码，也可以在微博
主页搜索“国兴筑
梦大道GDA”视频
收看直播回放。

关注2022年花炮全国邀请赛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退休了，本应在家颐养天年，可三
亚市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邱海艳却不
愿意。

今天上山捡废弃塑料瓶，明天又
去海边清理垃圾；时不时化身讲解
员，在校园内宣讲禁塑知识……现在
的她，俨然是一个“环保达人”，而6
年前，她还是个对环保一无所知的

“小白”。
2016年，邱海艳无意中看到一个

纪录片。视频内容，是一个人骑着自
行车环游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他在自
行车后座两侧各装了一个筐，骑行的
路上，每看到一个塑料制品，他都会将
其捡起放进筐里。

“他说，为了保护地球，他要把途
经路上的所有塑料垃圾都捡起来。”
邱海艳坦言，当时，她对这个想法既
不理解也不相信，但出于好奇，她开
始接触更多有关环保的内容。渐渐
地，“环保”的种子在邱海艳心中生根
发芽。

一次偶然的机会，邱海艳加入了
三亚“微尘义工社”，正式成为一名志
愿者。

每次群里发布活动通知，邱海艳
总是第一个报名。“其他人还开玩笑问
我是不是提前知道，要不怎么能回复
那么快，其实我只是热爱参加这些活
动。”邱海艳说。

因为热爱，家住离市区近20公里
远的邱海艳甘愿每次头顶烈日、骑行
一个多小时到达活动地；因为热爱，近
50岁的她不断学习环保知识，从一开

始的磕磕绊绊到逐渐流利，成长为宣
讲团的骨干成员；因为热爱，她会细心
地在下乡活动前，自费为队员准备干
粮……6年间，邱海艳累计志愿服务
时间达677个小时，她几乎将所有周
末的时间都留给了环保活动，不管是
烈日还是下雨，只要有需要，她都会一
口应下。

自参加志愿活动以来，她多次获
得“优秀志愿者”的称号。今年，她还
获评全国百名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随荣誉而来的，还有这座城市悄

然发生的变化：街道上，“蓝马甲”越发
活跃，参加环保活动人多起来了；学生
们对校园环保知识愈发感兴趣；大众
对于环保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看到
这些改变，邱海艳十分欣喜，“我的动
力更足了。”

2021年5月，正式退休的邱海艳
很高兴：“退休后，我可以全身心投入
环保志愿服务中。”在她看来，这件她
喜欢的事情，就算到了80岁也会坚持
下去。

（本报三亚8月3日电）

三亚市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邱海艳：

热爱的事，80岁也要坚持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470余吨走私冻肉
被集中销毁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波 欧远航）近
日，儋州海警局联合儋州市公安局打私办等单
位，对依法查获的470余吨走私冻品集中进行无
害化销毁处理。

据悉，该批冻品系儋州海警局经办的
“2020·11·20”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案中
查获的，分别为冻猪脚336.8吨、冻牛肉130.54
吨、冻牛肠3.14吨，均属国家禁止进口的疫区动
物制品。

儋州海警局依法对该批冻品进行销毁，此
次销毁活动经过出库清点、途中运输、集中焚烧
等程序，最终实现无害化处理，冻品销毁全程录
音录像，确保走私冻品应毁尽毁，不会再次流入
市场。

走私冻肉无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卫
生证书，未经过除害处理，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严重威胁消费者身体健康，广大消
费者应提高警惕，谨防购买走私冻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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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琼山区农业技术人员：

田间“打擂”练本领
本报海口8月3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

者许晶亮 通讯员王伦）“部分晚稻田块受稻纵卷
叶螟和稻瘟病危害。因稻纵卷叶螟大部分刚化
蛹成虫，农户在7天至10天后用药防治效果最佳
……”8月2日，海口市琼山区农业技术人员走进
田间地头，开展水稻病虫害识别业务技能“小擂
台”活动，在送服务下乡帮助农民解决种植水稻
遇到的病虫害问题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农业
技术人员的业务技能与综合素质，练就过硬真
本领。

琼山区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局结
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组织7名农业技术人
员走进辖区的凤翔街道北点村田洋、美爱田洋和
龙塘镇仁三洋等地田间地头，实地调查水稻生长
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此次活动将技术人员分为
三组，每组都由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带领
年轻的技术干部。通过田间调查、取样、田间
识别和诊断等各个病虫害识别的步骤，考验技
术人员的业务能力。

“通过此次‘小擂台’活动，不仅更好地发挥
了中心传帮带的氛围，而且提升了技术人员的业
务本领。活动过程中大家积极讨论，主动思考，
举一反三，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达
到了能力提升的效果。”琼山区农业农村局负责
人表示。

对抗性强、考验个人能力、展现团体协作……

花炮全国邀请赛在五指山开赛

花炮，也叫抢花炮，是流行于我国侗
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中的一项男
子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迄今已有500多年
历史。但花炮进入正式比赛却只有不到
40年的时间。

广西队领队谭毅谋介绍，花炮比赛
源于民间。每年的重大节日，各个村子
都会派队伍上场，近百人争夺花炮，热闹
非凡。

那时的花炮是用藤条或铁丝编织，做
成直径2厘米至4厘米的圆圈，再用红色
布条缠绕扎紧。这种花炮要放在火药铁
炮中，射向近十米的高空，供人抢夺。

随着花炮比赛逐步完善，借鉴了足
球、篮球、橄榄球等规则，逐步形成如今
的比赛模式和花炮样式。

对抗性强、考验个人能力、展现团体
协作……抢花炮独特的魅力，让不少人
初次接触就喜欢上了它。

浙江队领队胡建平介绍，该队参赛
队员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花炮项目，这次
比赛重在参与，之后会尝试组织推广，将
这项民族体育运动推向大众，让更多人
喜欢上这项运动。

“举办花炮全国邀请赛，有利于弘扬
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增进各

民族感情。”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副主任符秀容说。

本次比赛中，海南派出的两支队伍，
展示了海南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蓬勃发
展。省旅文厅二级调研员刘实葵在开幕
式上致辞时说：“近年来，海南民族地区
公共体育设施持续完善，民族体育教育
不断深入，民族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本次赛事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五
指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五指山市民族
事务局承办，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负责
组织执行。 （本报五指山8月3日电）

广西队是花炮传
统强队，花炮也是从广
西走进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的。

已经过去的9届比赛中，广
西队6次捧得冠军奖杯。

广西队首日第一场的对手是海南琼
台师范学院代表队。琼台师范学院代表
队的队员大部分是在校学生，刚接触项
目不久，可谓初出茅庐。

花炮比赛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各
20分钟，半场之间休息10分钟。海南琼

台师范学院代表队的队员全场积极拼
抢，最终获得4分，其认真的比赛态度获
得了对手认可。

比赛首日的重头戏，是广西队对战
云南队。比赛开始。赛场中间直径10米
的圆圈是抢炮区，16名队员绕圈而站。
裁判将花炮扔向空中，有的队员负责跳
起争夺，有人则负责阻拦对方争抢。

广西队率先抢到花炮，但该队员瞬
间就被对手扑倒在地，数位敌方队员压
在他的身上，让其难以将花炮传给队
友。此外，当队员手持花炮奔跑时，对手

还会用手臂拦腰抱住，使得运动员进退
两难。

花炮比赛有很多技巧。控制花炮的
一方，可用传递、掩护、假动作和持花炮
奔跑等方法摆脱防守，持花炮攻进对方
炮台区并放进花篮即可得分。防守一方
可用拦截、追赶、搂抱等方法争抢花炮或
阻止持花炮队员前进。

花炮比赛就像橄榄球比赛一样，身体
与身体直接碰撞，对抗性激烈。经过首日
的角逐，海南师范大学代表队、广西队、云
南队和宁夏队进入第二天的半决赛。

比赛对抗性激烈

从乡村走向全国

把健康素养知识
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海南“健康素养提升月”
走进乡村活动收官

本报海口8月3日讯 （记者马珂）近日，白
沙、昌江、保亭、澄迈等地的不少村民会发现，村
里的榕树下、田地旁格外热闹，健康素养知识通
过义诊、线下线上答题、大篷车宣传等形式被带
到了百姓身边。8月3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海
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开展的为期10余天的“健康素养提升月”走进乡
村活动圆满结束。活动覆盖人口近15万人，发动
近4万人参与线上答题和线下义诊。

据悉，为贯彻落实《海南省人均预期寿命
提升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和《海南省

“健康素养提升月”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深入
推进我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快速提升，

“健康素养提升月”走进乡村活动于7月 22日
正式启动。

活动期间，“健康素养提升月”走进乡村活动
共深入到81个行政村开展义诊和“健康素养66
条”宣传，覆盖人口近15万人，同时线上启动健康
素养线上有奖知识问答。

活动健康素养宣传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能
聚集众多“人气”。一时间，“听医生讲健康知识、
用手机和笔纸回答健康问题”成了活动所到地的
一番新景象。

据了解，此次“健康素养提升月”乡村流动宣
传活动围绕提升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目标，
倡导“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推进全省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普及健康生
活方式。

■ 见习记者 苏杰德

花炮得分最快需要多久？5秒！
8月3日上午，2022年花炮全国邀请赛在位于五指山市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开赛。本次花炮全国邀

请赛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单项比赛之一，主要目的是为将在海南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热身。赛场上，既有老牌劲旅广西队、云南队和宁夏队，也有初次参赛的浙江队和海南师范大学队、海南琼台
师范学院队，运动员们驰骋赛场，展现民族体育运动的魅力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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