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郑居文 校对：邢扬文三亚·综合4 2021年 6月 2日 星期三

本报讯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
者 王红卫)“你知道我国首个完
成超 7000 米载人深潜任务的潜
水器叫什么名字吗?”“蛟龙号!
老师在科学课上教过我们。”6月
1日 10时许，在天涯海角景区新
添的旅游项目——天涯深海秘境
景点，来自市第二小学的学生陈
博霖抢先回答正确，显得十分高
兴。当天，经过 1 年多的紧张建
设筹备，以“深海科普虚拟体验”
为特色的天涯深海秘境旅游项
目，正式开门迎客。

“我们与相关部门合作，按照
1:1比例仿制了‘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模型，游客可以现场参观了
解海洋科普知识，也可以进入模
型内仓，利用VR虚拟体验设备，
体 验 潜 入 深 海 世 界 的 奇 妙 感
觉。”项目负责人傅克波对记者
说，深海是海南重点发展的“陆
海空”三大未来产业之一，三亚
海洋资源十分丰富，但海洋科普
以及深海体验方面的旅游项目
还比较少，为了进一步丰富三亚
的旅游元素，培养青少年和儿童
对深海科技的兴趣，经过多方合
作，最终在天涯海角景区新建成
了这个以“深海科普虚拟体验”
为特色的天涯深海秘境项目。

“感觉非常棒,坐上‘蛟龙号
（模型）’，戴上 VR，体验深海深
潜的奇妙感觉，宛如身临其境，
非常逼真和刺激，也很有意义。”

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大学
生王海云和同学一行10余人，在
体验了项目后兴奋地对记者说。

除了“蛟龙号”模型参观体
验，天涯深海秘境场馆内还有海
上飓风声光电沉浸式体验、灯光
空间艺术“迷幻深海”、穿越马里
亚纳海沟虚拟体验等多个科普
游玩项目。在这里，你可以体验
12级海上飓风的刺激，可以体验
灯光艺术的魅力，可以领略神秘
的海洋文化，可以了解深海生物
的知识，可以追寻传说中的海王
波塞冬神殿、失落的亚特兰蒂斯
古城、神秘的海底金字塔以及科
幻世界的宇宙能源磁欧石……

“很满意，非常刺激！在三亚这
个有深厚海洋文化特色的城市，
有这样一个内容充实的海洋科
普旅游项目，非常有意义，很值
得一玩，不虚此行。”来自成都的
游客高女士一行，在走出体验馆
时对记者说。

据悉，“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是一艘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
成研制的载人潜水器，也是 863
计划中的一个重大研究专项。
2010 年 5月至 7月，“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进行多次
下潜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到
7020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集
成技术的成熟，标志着我国深海
潜水器成为海洋科学考察的前
沿与制高点之一。

三亚再添科普游新项目
天涯深海秘境“六一”开门迎客

本报讯（记者 袁燕）“六一”
儿童节当天，由三亚天涯海角游
览区携手英国咖啡品牌Costa共
同打造的中国最浪漫的海边书
店——天涯书局迎来开业。三亚
又添文化新地标。

天涯书局位于天涯海角游览
区爱情广场左侧可供游客休憩
的综合功能区。

记者了解到，为方便广大市
民游客“打卡”天涯书局，天涯海
角游览区将推出售价99元的“书
香卡”，凭卡可全年无限次入园，
并享受最低8折的消费优惠。

在强调阅读体验和空间设
计的后书店时代中，天涯书局的
开业不仅能为游客提供优质的

休憩阅读环境，满足其精神世
界，还能提升景区文化品位、增
加景区文化内涵、增强景区吸引
力，是景区丰富文化业态的标志
性举措。与此同时，天涯书局作
为新华凤凰出版集团重要的合
作伙伴，被授牌为“新华书店全
民阅读驿站”。而英国著名咖啡
品牌 Costa 进驻天涯海角游览
区，也是其落户海南的首家品牌
门店。

三亚旅文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天涯海角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郑聪辉介绍，景区打造书
局项目意在丰富景区的旅游业
态，全面提升天涯海角游览区旅
游目的地品牌知名度。

最浪漫的海边书店
“六一”三亚开业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 通
讯 员 王 业 婷）5 月 30 日，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党委、工会联合
开展了“忆党史 爱同行”六一
系列活动之“童心向党 梦想启

航”体验民航活动，近 60 名来
自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海航学
院的员工代表及其子女参与，
共 度 一 个 快 乐 而 难 忘 的 儿 童
节。

三亚30名困境儿童
开展红色研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在“六一”国
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天涯区民政局开展
庆祝儿童节护翼困境儿童成长红色研
习活动，旨在培养困境儿童爱党爱国和
感恩社会的情感，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宗旨。
当天上午，天涯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带

领30名辖区困境儿童到三亚梅山革命烈
士陵园，通过瞻仰革命先烈，敬献鲜花，领
悟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引导孩子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

当天，孩子们到大白鲸三亚海洋探
索世界，探秘海洋世界，学习海洋文化，
开阔视野。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连日来，
天涯区多个大社区开展“童心向党·
快乐成长”主题庆祝“六一”儿童节活
动。活动中，每个孩子的个性得到释
放，留下一段愉快且难忘的回忆。

近日，天涯区阳光海岸大社区、
天涯区教育局在市第三小学开展

“童心筑梦·礼赞百年”庆祝建党百
年暨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
动，活动共吸引两百余人参与。活
动有辖区党员讲红色故事、亲子家
庭朗诵红色著作篇章、党史知识“脑
力碰碰碰”等。通过活动，使参与儿
童对党的光辉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
了解，铭记革命前辈的奋斗历程，表
达儿童爱祖国、爱家乡、爱生活的情
感，向伟大的祖国母亲献礼，庆祝党
的百岁生日。

近日，天涯区高峰大社区依托乡
村科普课堂，开展“童心向党·快乐成

长”主题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为
儿童普及科学知识，增强他们的动手
能力；马岭大社区开展主题为“大手

拉小手 童心跟党走——携手同游，共
享海岛风情”西岛游学党日活动，把
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5 月 31日，
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副总经理边
猛携公司员工及商户，为三亚社会福利
院孩子们送去了牛奶、大米、米粉、湿
巾、玩具等价值万余元的物品，送上浓
浓的情意。

企业捐款献爱心
温暖福利院儿童

本报讯（记者 黎家璇 通讯员 高永
明）“六一”前夕，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
限公司党支部到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开展

“红心向党，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
为福利院儿童送上鸡蛋、牛奶、鲜面等食
品，并和孩子们一起快乐做游戏。

该党支部还向社会福利院捐献爱
心款1万元。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 通讯
员 曹双、刘慧）5 月 31 日，南航
海南分公司乘务员走进市第九
小学，为学生讲解红军长征英雄
事迹。

“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
但依旧没有击败我们的红军战

士。他们克服困难，凭着坚强的
革命意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活动中，南航乘务员介绍，长征
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共经
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
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讲述长征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爱心企业慰问暖童心

5 月 31 日，在研学活动
中，一名少先队员大声唱红
歌。当天，三亚市第九小学
组 织 全 校 学 生 开 展 庆“ 六
一”“ 童心向党 追寻红色足
迹”主题研学活动，同学们在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学习党
史，听红色故事，学习红色文
化。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小朋友用VR设备体验深海探潜的奇妙感觉。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天涯区多个大社区开展庆“六一”主题活动

童心向党 放飞梦想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

海哲）为进一步提高校园交通安全意
识，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良好
习惯。近日，三亚交警走进全市各中小
学、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给
孩子们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通过观看典型事故案例展板、发放
宣传资料等方式，三亚交警向同学们讲
解了交通信号灯、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含
义及规范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的重要
性。鼓励孩子们把交通安全知识“带回
家”，提醒家长时刻遵守。

三亚交警送给孩子
一份特殊的礼物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六一”
儿童节当天，市教育局围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聚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
各学校积极开展多种形式主题活
动。

在市第一小学主题班会上，老师
带领孩子们回忆革命先辈们奋勇抗
战、流血牺牲的悲壮场景，引导他
们树立理想信念，努力成为担当民
族大任的时代新人。追忆光辉往
事，寻找红色足迹。老师和同学们

分别在国旗下回顾祖国历经磨难
的革命历程，讲述小英雄们感人肺
腑的革命事迹，弘扬他们不怕牺牲
的精神，把革命的精神种子播撒在
孩子们心中，以史为鉴、以德为先、
薪火相传。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体验民航 共度“六一”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坚定信念 薪火相传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5 月 30 日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
少先队员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
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
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市引发
热烈反响。

“我读了习近平爷爷给江苏省淮安
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这封回信
传递了习近平爷爷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和关怀。”三亚实验小学6（3）班学生王
扬鑫说，我们要牢记习近平爷爷的教
诲，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
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刘丽玲说，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特殊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百忙之中给新安小
学少先队员回信，体现了对少年儿童的
关爱，对祖国未来的期许。我将以此为
遵循，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树立远大理想，磨砺高尚
品格，锻炼强健体魄；扎实开展青少年
党史学习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新安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回信中这样说：“希望你们结
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
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
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
增长本领。”市一中团委书记、大队辅导
员周兴运老师说，作为一名学校少先队
辅导员老师，将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带领少先队员
们学党史、感党恩，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听党话、跟党走，努力为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三亚丰和学校少先队员熊酌说，读了习近
平爷爷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
员回信，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要在学
习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文化知识，锤
炼道德品格，做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亚凤凰中学校长胡治国说，习近
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
们回信中强调“要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
好党史，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作为一名中学校长，深入学习回
信后，深感责任重大。接下来，将自觉
践行“党的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工作者”
的政治定位，注重对孩子们的政治启蒙
和价值观塑造，积极探索创新少先队活
动，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在海南的奋斗
历史赋予我们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禀
赋，立足三亚党史教育资源，积极开展
好红色读书月、童心学党史等红色基因
教育活动，在校园外挖掘和运用三亚红
色教育资源，带领孩子们从党史学习出
发，引导他们从小心向党，展望新时代，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为共产主义培
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回信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听党话 跟党走 弘扬好光荣革命传统

市九小
开展庆“六一”
研学活动

孩子在欢度“六一”儿童节。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新局、育新机、谋新篇”

天涯书局一角。本报记者 袁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