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助力儋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儋州市目前已获得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称号，正在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对标创文巩卫的要求，加快
推进城市管理服务功能建设，为儋洋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城市
管理支撑——

持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水
平。大力开展园林绿化环境整治活
动，累计修剪绿篱草坪210.9万平方

米、行道树枯枝下垂枝约 1.11 万株
次，对绿篱、行道树病虫害喷药防治
37.06万平方米、7万株次，清除杂草
40.2万平方米，清理绿化垃圾和生活
垃圾2250吨。

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卫生保洁质
量。督促环卫服务企业实行“普扫+保
洁+冲洗”相结合，并以机械化为主、人
工为辅的方式进行常态化清扫保洁，

一级道路清扫保洁时长达16小时，二
级道路清扫保洁时长达14小时，三、四
级道路清扫保洁时长达12小时，机械
化作业频次为每日2次，确保道路干净
整洁见本色，有效降低道路扬尘，增加
空气湿度，保障空气质量。

持续强化市政公用设施管养力
度。不断更新完善城市市政设施，确
保道路完好、路灯亮灯及排水畅通。

今 年 以 来 ，共 修 复 破 损 人 行 道
1485.14平方米、路面10258.47平方
米，修复路灯6952盏、更换电缆656
米，疏通中兴大街等城区主次干道路
段的雨污管道8524米；清理修复检查
井76座、进水井168座，加装检查井
防坠网341座及清理维修排水沟716
米、盖板455块。

（本报那大11月13日电）

统筹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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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举办青少年
品格精英课研讨会

本报临城11月13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张娜 林婷豫）11月12日至13日，青少年品格
精英课研讨会在临高县举办专场活动。来自全国
各地的170多组家庭，共400多人参加。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由海南日报读者俱乐部
和爱自然生命力体系联合主办，以“品格塑造，
幸福人生”为主题。在主讲嘉宾——爱自然生命
力体系资深高级导师朱晓平的引导下，孩子与父
母敞开心扉，互诉心声，缓解教育焦虑，回归教
育本质。

在研讨会现场，朱晓平通过互动游戏、视频播
放、实例分析、户外研学等多种方式，结合自己的
亲身经历以及在品格教育工作中多年的经验，引
导父母从多角度了解品格塑造对青少年教育的重
要性，回归“爱”的本质，用积极的语言共建幸福家
庭，引导孩子了解自己，感恩父母，感悟“人、事、
处”的关系，修炼见微知著的能力，设计属于自己
的美好人生。

朱晓平表示，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步，
但往往很多家长忽略传道，只注重授业解惑。在
家庭教育工作中，父母首先要进行自我修行，提高
自我认知，以德立身，言传身教，这样才能更好地
处理好自己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同时父母需要注
重微教育，教导孩子从身边细小的事情做起，和善
之家必有余庆，塑造孩子的品格，让孩子站在不同
的层面去思考人生。

关注省运会

省运会为儋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城市美丽焕新大变样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11月 13日下午，儋
州市民郭传经在迎宾大
道上散步。这条主干道
一段一风景，道路宽敞平
坦，绿化带中多种植物生
机盎然。

更多的蝶变发生在
城市大街小巷中。中兴
大道、先锋西路等街区立
面景观换新颜，特色雅
致；文化北路、兰洋路等
道路绿化带中，合理搭配
地被植物、灌木层、乔木
树种，植被层次更丰富，
宛如一道亮丽风景线；那
大城区多条道路经过修
缮，全新的沥青路面，让
交通出行更加舒心……

看得见的变化，抓得
到的幸福。“我们作为省
运会儋州市组委会环境
整治部牵头单位，坚持将
‘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
城’的理念贯穿城市管理
全过程，以打造精品街
景、促进城市面貌更新为
抓手，不断提升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和城市品
质。”儋州市城市管理局
局长贾成义说。

推进街景提档升级 展现城市品位魅力

如何抓住主办省运会的机遇，提
升城市品质，展示城市良好形象？儋
州锚定“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的
目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重点项目
建设为抓手，统筹推进实施打造精品
街景，展现城市品位魅力。

迎宾大道提升改造项目是服务
保障省运会举办的城市功能提升重
点工程。“瞧，头顶上的路灯，都是新
安装的。”儋州市城市管理局项目负
责人吴凯带着记者实地参观项目沿
线，每隔35米就有一盏节能路灯，在
道路两侧对称分布。

该项目的实施着力解决群众“烦
心事”。经过儋州市体育中心附近
路段时，吴凯放慢脚步，来到路侧一
处雨水井旁。“这附近曾是儋州城区
出名的积水点，一下大雨，积水严

重。”他说，项目新建了地下排水沟
后，雨水不再从原来路旁明沟走，而
是经由大孔径暗沟动线快速排走，
从而彻底消除了这处积水点。迎宾
大道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3500余万
元，涉及排水、照明、绿化、配套设施
等多个工程，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
99%。

贾成义介绍，儋州市城市管理局紧
紧围绕“五化”标准，大力推进迎宾大道
提升改造工程、儋州市那大城区主次干
道园林改造工程、中心大道东部照明工
程等多个城市品质提升项目建设工作，
目前，项目建设均已基本完工。通过全
面提升城区主干道及重要点位景观，打
造具有艺术性、观赏性的城市道路街
景，充分展现具有生命力、活力、感染力
的儋州新风貌。

对于如今的文化南路，很多市民
开车在路上，开心于心田。经过修复
改造后，路面焕然一新，变身平坦沥
青大马路，带来更加畅快便捷的出行
体验。

文化南路全长1495米，是横穿儋
州城区的一条主干道路，经过多年使
用后，却一度成为市民口中的“闹心
路”。曾经，道路沥青老化，多处坑坑

洼洼，开车很颠簸。路上很多标识标
线变得模糊不清，机动车道和非机动
车道边界不清，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改造该道路，儋州市城市管
理局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经过
勘察设计，对全路段路面进行地毯式
修复。将旧有路面铣刨，处理路基“病
害”，优化路面排水，重新铺设沥青罩
面，新划设交通标识标线。

项目现场负责人吴家斌介绍，儋
州科学评估道路“病害”现状，坚持因
路制宜，实施改造“一路一策”，刷新市
政道路“颜值”，提升道路功能。据悉，
那大城区路面维修工程项目总投资
4536万元，对14条市政道路路面进行
改造，覆盖7条主干道、5条次干道、2
条支路，路线总长超过26公里，目前已
全面完工。

儋州还启动市政提升工程，对中兴
大街、迎宾路、先锋西路等路段68个建
筑组团的外立面进行翻新、亮化，着力
打造富有城市特色的风景线。如在中
兴大街、文化路等市区主干道路实施一
街一景布局，形成四季有花的园林景观
道路；在中湖、南茶等广场公园大量栽
植香花及石斛兰等附生植物，增强空间
视觉效果，打造立体生态景观。

11月13日下午4时多，一阵阵呐喊声从儋州
市白马井镇健道门武术馆传出。儋州市拳击队少
年组20多名队员正在馆里抓紧备战，有的练体
能，有的打沙袋，有的进行实战对打。“注意躲闪，
出拳要快……”旁边，拳击教练吴志品不停地提醒
正在进行实战对打的队员。

“下午3点，我们就开始训练了，一直要练到7
点。”吴志品对记者说，第六届省运会下个月就要开
始了，留给队员训练备战的时间不多了，需要加大训
练强度，让队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参加比赛。

拳击是儋州的传统优势项目，曾培养出全国
冠军麦清贤等多名优秀拳击选手。本届省运会，儋
州组建了由54名队员组成的拳击队，报名参加少
年组（男女）和青年组（男女）共23个级别的比赛。
此次备战，拳击队分别在那大和白马井进行集训。

由吴志品负责的少年组共有22名队员，均为白
马井中学初一到初三的学生。2020年9月，儋州市
体校与吴志品的健道门武术馆合作，在白马井中学
开设武术兴趣班，课程主要有拳击、跆拳道等。短短
两年时间，就为省队输送了6名拳击队员。

吴志品告诉记者，周一到周五，拳击班在白马井
中学进行训练，主要进行体能和基本动作训练。周末
则在健道门武术馆里训练，除了练习基本动作外，还
进行打沙袋和实战对打等，增强身体对抗能力。

儋州拳击队在那大的集训点设在儋州市第四中
学，那里也是儋州市体校指定的拳击训练基地，队员
除了四中的学生外，还有市二中、东坡学校等学校的
学生。教练郑根松说，四中的集训点以参加青年组的
男女队员为主，每天下午下课后，训练两个小时。

“虽然拳击是儋州的优势项目，但比赛的不确
定因素多，主要看临场发挥，我们力争金牌和奖牌
数均超过上一届省运会。”郑根松说。

（本报那大11月13日电）

■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钟丽

11月 13日上午，由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和五指山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2022“雨林与您”体
验活动开幕式暨“雨林时光”田园实
景演出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举
行。

“雨林与您”体验活动是我省策划
推出的一项生态文化品牌活动，计划
持续开展5年，活动的主题是“珍惜热
带雨林，醉享雨林时光”，今年“雨林与
您”体验活动主会场设在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同时，在乐
东、陵水、昌江、保亭、琼中、白沙等6
个市县设分会场。

2022年“雨林与您”体验活动主
会场开幕式活动内容包括一场开幕
式、六个体验之旅和两项产品开发推
广，一些活动已经于前期有序开展，各
相关市县分会场将于开幕式后同步开
展各分项活动。

开幕式以大型田园实景演出呈
现，时间持续约一个小时。由广东
歌舞剧院和五指山市400多名群众

联袂组成的“雨林时光”演出团队，
用5个篇章演绎了一幅热带雨林与
自然、民族、乡村田园交融的“富美
乡村图景”。

“这场演出是我们持续两个多
月来辛苦努力的成果，克服了动作
不协调、专业底子薄等问题，成功给
来自各地的游客展示了热带雨林自
然之美和独特魅力的黎族文化。”参
与演出的五指山市群众演员符志兰
说。

在演出中，演员们倾情演绎山川
日月、花鸟树木的美好孕育了绿色的
希望，也娓娓道来黎家儿女雾起云
归、采茶种稻，从一片耕耘中收获了
一片金山，述说敬畏自然、感恩自然
的真情。

整场演出以“雨林时光”为主线，
用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及实景环境
艺术来表演和解读“雨林与山水”“雨
林与民族”“雨林与村落”的内涵，充分
将主题与艺术有机融合，生动展现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雨林生态保
护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协调的成果，也
表达了百姓对党引领我们奔向幸福新

征程的喜悦之情，全场演出营造了具
有雨林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浓厚氛
围。

此次活动还通过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自贸频道向全球进行现场直播，演
出现场和线上直播吸引了众多游客和
市民参与观看。

“这次演出的场景宏大自然，给
大众展示了一个别样的五指山和海
南热带雨林。”观看演出的群众胡志
斌说。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雨林与您”体验
活动将持续至年底，在接下来的两个
月时间里，将有包含自然教育、森林康
养、休闲度假、生态科普和野生动植物
观赏等活动在内的十多场文化旅游活
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周边市县
陆续开展。

从11月13日至12月31日，海南
各地群众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在五指
山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七个片
区及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
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景区、七
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琼中百花岭

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等主、分会场尽享雨林休闲
时光。

开幕式结束后，热带雨林生物多

样性流动巡讲课堂五指山站活动——
《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读书分享
会在毛纳村举行。

（本报五指山11月13日电）

我省推出“雨林与您”体验活动，该生态文化品牌活动计划持续开展5年

与您共画富美乡村图景

■ 本报记者 谢凯

微风拂过，林木和书本的清香随风
萦绕鼻尖，在雨林的秋日时光里，寻觅
自然的踪迹……11月13日上午，《这方
热土：海南热带雨林》读书分享会在五
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口的草坪上举行，
《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作者、作家
杨海蒂，文化学者韩可胜分别在会上分
享个人创作历程和读书感想。

《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于
2021年9月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中国国家公园丛书”之一，作

者以亲身实践和穿透读者心灵的文字
书写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生态万象，对
自然荒野生存的自由与残酷作了思考
和探查，为生态文学的写作做了自己
的探索。

活动现场，杨海蒂、韩可胜及我省
文学界人士分享了著作的创作过程和
心得，讲述自身与海南、与热带雨林的
渊源，结合自身经历与众多读者共同
品读分享感悟。

杨海蒂回忆，她与海南结缘多年，
也曾在海南工作过一段时间，走过五指
山、吊罗山、霸王岭等地方，亲身经历了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也见证了海
南生态文明的变好对百姓生活的反哺，

“我一直在想怎么去表现海南，用文学
的方式来表达海南生态之美。”

杨海蒂以自身走遍海南雨林的经
历，畅谈她对海南大山和雨林的热爱，
她介绍，这本书以山岭为主体和篇章，
在勾勒自然塑造之美的同时，还将自
身接触的海南独特海岛民族风情向大
众进行了文学性描绘和接地气的叙
述，希望把海南自然与人文之美展示
给大众。

韩可胜分享自己的感想时说：“书

中的文字充满了作者感情，把包括热
带雨林在内的海南自然之美充分展现
给了大众，我特别希望越来越多人关
注到海南的发展。海南热带雨林成为
首批国家公园之后，会吸引到更多的
目光。”

对这本书的意义，韩可胜在会上
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作者鲜明
地亮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感，把海南热
带雨林写成了一部雄浑的交响乐，用
简朴至纯的心灵映照出热带雨林的
至繁至美，同时，还引导人们更好地
去思考如何在这个星球上持久、美好

的生存，探究人和自然这个维度上的
意义，从而发挥出书本对文化、经济
的影响。”

五指山市作协会员胡国万一直在
文学创作的一线，他参加完分享会后
说：“很久没看到这样真诚坦率的作
品，作者把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进行
了糅合，展现了自然风光与人文精神
相互映衬的壮美画卷，纯净质朴的文
字带给我们一种心灵上的启迪和特有
的精神能量，也带来了大众对人与自
然的深刻思考。”

（本报五指山11月13日电）

《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读书分享会在五指山市毛纳村举行

把海南之美展示给大众

儋州拳击队全力备战省运会
力争金牌和奖牌数均超上届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11月13日，儋州拳击队少年组的队员在
进行训练。 受访者供图

儋州那大镇，经过修复改造完后的市政道路焕然一新。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11月13日，“雨林时光”田园实景演出场地风景如画。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省首届
广场舞展演精彩上演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王黎刚）11月
12日晚，海南省首届广场舞展演在海南省歌舞剧
院广场落幕。全省12支优秀广场舞队伍进行展
演，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海南省首届广场舞展演活动是第一次全省
性、大型群众性广场舞展演活动，全省19个市县
全部参与。本次展演活动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海南省首届广场舞线上展演共有50个
作品参加网络投票。线上展演群众的参与热情很
高，总观看量达到115.96万人次，总投票数高达
121.3万票。经过专家对线上展演作品进行评审，
并结合网络投票结果综合评分，最终评出12支队
伍参加线下展演。

本次展演设立了最佳活力舞队、最佳人气舞
队、最佳团队舞队、最佳编创舞队及最佳表演舞队
五大类奖项。

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