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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12月8日电（记者曹
马志）12月8日上午，海南省第六届
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儋州市体育中心开
赛。在男子成年组铅球比赛中，儋州
队的王必生以14.07米的成绩打破赛
会纪录，夺得本届省运会田径比赛首
金。在其他项目比赛中，也决出一批
金牌，多项纪录被打破。

本届省运动会田径比赛有来自
18个市县的18支队伍共688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时间从12月8日至12月
12日。

在田径首日比赛中，儋州队取得
不错成绩：除了王必生拿下田径首金
并打破赛会纪录外。在男子成年组跳
远比赛中，符大斌获得金牌，队友王兴
伟获得银牌。

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洋河杯”高
尔夫球项目比赛日前在洋浦古盐田高
尔夫球俱乐部闭幕，儋州队获得成年
组男子团体冠军，海口队李林强、张若
兮、刘恩骅、王壹分获成年组男子、女
子，男子青少年组、女子个人项目4块
金牌，同时还获得了1枚团体银牌，1

枚个人银牌和1枚个人铜牌，成为该
项目最大赢家。三亚队陈嘉睿、高子
林分别夺得1枚银牌，曾国林收获1
枚铜牌。琼海队收获1枚团体铜牌。

12月4日晚，省运动会游泳项目
男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决赛在儋州
体育中心游泳馆举行，来自澄迈队的
25岁队员邵冠桦以24秒91的成绩获
得第一，这也是省运会游泳项目产生
的首枚金牌。

当晚，在游泳项目女子少年乙组
100米自由泳和100米蛙泳决赛中，

三亚队的刘何天爱和冯泓菡分别摘得
桂冠。值得一提的是，刘何天爱是女
子少年乙组100米自由泳海南省纪录
保持者；冯泓菡2010年12月出生，是
本届运动会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在
12月5日晚女子少年乙组200米自由
泳决赛中，刘何天爱以2分19秒12的
成绩再次夺冠，刷新了自己在该项目
保持的海南省纪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海口队的刘
搏宇“泳”往无前，在男子少年乙组
1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59秒02的成

绩摘得桂冠，打破了尘封19年的海南
省纪录。此前，该纪录为何财先于
2003年游出的59秒24。

沙滩排球方面。近日，省运动会沙
滩排球比赛收官。海口沙排队收获4枚
金牌、2枚银牌、5枚铜牌以及1个第四
名、1个第五名，成为该项目的最大赢家。

本届省运会，海口沙排队派出16
支队伍、32名运动员参与8个项目的
角逐。收获4金2银5铜，占该项目金
牌总数一半，与上届省运会所获金牌
数持平。

省运会足球赛开赛
参赛人数为历届最多

本报那大12月8日电（记者曹马志）12月7
日上午，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上海建工杯”足球
比赛在儋州市第一中学开赛。

本次比赛共有男子成年组、男子甲组、男子乙
组、女子甲组4个组别共31支参赛队伍约800名
运动员参赛，为历来省运会足球比赛规模最大的
一次，该比赛项目也是省运会所有项目中关注度
最高的赛事之一。

开赛仪式后，比赛在不同场地展开角逐。赛
场上，各代表队伍队员默契配合，积极传球，勇
于进攻，在球场上展现精湛高超的足球技术水平
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各自的精神风
采。比赛将持续至12月13日，陆续在儋州市第
一中学、市民族中学、市第六中学、那大第二小
学举行。

连日来，第六届省运会决出一批金牌，多项纪录被打破

儋州摘得田径首金 海口打破尘封纪录

第六届省运会
乒乓球团体赛完赛
儋州队包揽5个组别冠军

本报那大12月8日电 （记者曹马志）经过
两天的激烈角逐，省运会乒乓球团体比赛项目顺
利完赛。12月7日晚，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乒乓
球比赛颁奖仪式（团体）在儋州市体育中心篮球
馆举行，儋州队包揽乒乓球团体比赛5个组别冠
军。

据悉，省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有来自各市县共
计17支队伍，298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项目比
赛分为成年组、甲组、乙组、丙组四个组别，包含团
体、单项比赛项目。

儋州队分别斩获乙组男子团体比赛、甲组女
子团体比赛、甲组男子团体比赛、成年组女子团体
比赛以及成年组男子团体比赛金牌。“第一次参加
省运会就拿到团体第一的成绩，我们都非常激
动。后面的单打比赛，我们也会拼尽全力，创造更
好成绩。”儋州队运动员居泽强说。

海口队亦在团体比赛中获得不俗成绩，分别
斩获乙组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成年组女子
团体比赛亚军。成年组男子团体比赛亚军则花落
屯昌队。

文昌队在乙组男子、甲组女子两项团体比
赛中获得季军。甲组男子、成年组女子及成年
组男子团体比赛季军分别为屯昌队、琼海队及
五指山队。

接下来，省运会乒乓球项目还将进行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男女混合双
打等单项比赛，目前各代表队在积极备战中，向冠
军发起冲锋。

▼男子成年组跳远决赛中，
选手奋力跳出好成绩。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男子100米比赛中，选手
们展开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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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市10年，在三沙市委市
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三
沙市人民医院无论是医疗设备
还是医疗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越来越多的岛礁渔民从
中收获了健康“红利”。

韩亮是一名康复治疗医
生，因海南第一附属医院与三
沙市人民医院有合作，加上其
自身对三沙的向往，他便报名
到三沙帮扶。“起初听别人说，
岛上物资和医疗条件比较落
后，心里还有点打怵。来了之
后看到的是全套的医疗设备，
健全的科室门诊，这些让我信
心倍增。”韩亮说。

三沙设市后，市委市政府
致力于岛礁民生保障，通过与
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肿瘤
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海
南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等省
内外多家大医院开展合作交
流，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教
授走进三沙，培训当地医护人
员、促进三沙市医疗事业的发
展，提高诊治水平和综合服务
能力。

2018 年，三沙市与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签署合
作共建三沙市人民医院协议，
根据协议，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充分利用其品牌优势、
人才优势和医疗资源，通过管
理体制和机制创新，计划将三
沙市人民医院建设成为基础
设施好、专业学科强、技术水
平高、医疗服务优、院区环境
美的标准化二级综合性医院，
积极探索集预防、治疗、培训
及远程医疗为一体的全面合
作发展模式。

随着三沙市人民医院建设
的不断完善，优质医疗资源不

断向周边岛礁辐射，医生下岛
礁开展巡诊、选派医生到岛礁
驻岛值班，进一步为驻岛军民
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在永兴岛，渔民卢勒因为
长期在海底作业，被诊断患有

“潜水病”。幸运的是，三沙市
人民医院购置了高压氧舱设
备，卢勒在捕鱼间歇期就可走
进高压氧舱接受治疗。

“岛礁配备了专业医生，渔
民驻岛就安心多了。”永乐工委
工作人员邱丽蓉讲述，今年3
月 22日，鸭公社区居委会主
任李献鹏打电话到工委值班
室，称有一名渔民头晕倒，请
求医护人员前来鸭公岛救
治。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晋卿
岛的医护人员立即赶往鸭公
岛，对患者测量血压、询问病
史、体格检查及肌力测试，经综
合评估，初步判断为体位性低
血压，医护人员立即给患者静
脉补液。因得到及时救助，患
者精神状态逐渐好转，头痛头
晕症状明显减轻。

“岛上有了专业医生，我们
的健康就多了一份保障。”邱丽
蓉感慨。

过去，岛上没有医生，群众
只能自己准备一些常用药，不
舒服就只能“病急乱投医”，无
法做到对症下药。为改善渔民
生活，建立岛礁卫生室，2014
年起，三沙市从岛礁社区遴选
出年轻渔民，到海医附院接受
半年的培训，成为三沙市首批
岛礁上的社区卫生员，结束岛
礁上没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历
史，基本实现小病不出岛，大病
有保障的目标，渔民驻岛、守岛
多了一份安心与保障。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王蓓蓓）

三沙设市10年来推动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长足发展

把优质教育带给岛礁孩子 让岛礁渔民收获健康“红利”
清晨，温暖的阳光洒向

三沙永兴岛，永兴学校孩
子们开始了晨读，琅琅的
读书声伴着椰风、迎着海
浪，在万里南海上空荡
漾。10年来，三沙永兴学
校由粗变精，由小到大，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师资力
量不断增强……

在三沙市人民医院，康
复治疗医生韩亮每天给岛
上的军警民提供康复治疗
和健康宣传教育。10 年
来，三沙市人民医院医疗设
备不断增加，医疗水平显著
提升……

三沙设市10年来，市委
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积极顺应岛礁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不
折不扣推动医疗卫生和教育
事业长足发展，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岛
礁群众乐享发展成果。

三沙设市后，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们越
来越希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学校，让孩子
们能在父母身边生活和读书。2015年12月
13日，三沙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中国最南端的
学校——永兴学校诞生了，从此结束了三沙
市没有学校的历史。

校园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教室内，先进的电化教学设备、空调让人倍感
振奋；校园的海岛图书馆内，种类繁多的儿
童书籍整齐摆放其中……永兴学校设有
幼儿部和小学部，教学楼内设有教室、游
戏室、活动室、功能教室、电子阅览室、
图书馆和室外活动区。

2016年，永兴学校购置了一批信
息化教学设备，用来布置成电子阅览室
和供学校教师备课使用，就此开启信息
化教学时代的大门。教室里，先进的智能

交互式平板电脑取代了传统的黑板，并装
有智能交互式教学系统，通过互联网调动海
南省乃至全国的优秀师资力量参与到永兴学
校的实时教学互动中，进行学生同步课堂教
学和教师同步备课学习。

“永兴学校自设立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和

重视，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的办学环境
越来越好。今年还为老师们配上了教学平板
电脑，多台移动投屏教学装置投入使用。学
校网络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日常教学网络质
量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永兴学校前校长冉兆
春说。

永兴学校建立之初，为了让孩子们能更
快地融入岛上校园的新环境，三沙市采取“社
会招聘”的方式，每学期派遣优秀教师到永兴
学校进行支教。

2018年，琼台师范学院正式托管共建永
兴学校，由琼台师范学校委派优秀学生前往
永兴学校支教。永兴学校在正式托管后，教
师三年一轮换，三年后教师可自愿申请续约，
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任职教师的信心，稳定
了教师队伍，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扎根岛礁的
决心，也提升了教学质量。

2019年，永兴学校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开展少儿编程教育，开设了信息技术课
程。“目前信息技术已渐渐渗入到日常生活的
各个方面，学校开设信息技术课程正是与时
俱进。这门课程开设的意义在于让孩子们初
步学习计算机使用的同时，还培养孩子们的

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冉兆春说。
为了让永兴学校的孩子们能在祖国最南

端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学校积极与全国一流名校沟通交流，共建
优质教育资源互用、优秀师资力量共享的桥
梁。还通过开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培训
班、研讨会、提供成长平台等措施，致力于打
造一支有爱心、教学强、勤钻研、肯吃苦的教
师团队。

2022年，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三沙市成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先
行创建市，永兴学校成为第一批先行试点。
永兴学校秉承“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教学理念，还结合三沙特色开展“三色教
育”（红色爱国主义教育、蓝色海洋文化教育、
绿色环保文化教育），将爱国主义精神、爱护
海洋环境、绿色环保理念深深烙印在每个孩
子的心里。

同时，在三沙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永兴
学校加强对外开展合作交流，与北京师范大
学实验小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小
学部等多家教育名校建立长期合作，开设同
步课堂，包括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

永兴学校软硬件水平显著提升

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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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许文 摄

关注三沙设市10年发展成就之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