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吴英模 校对：符莉萍 三亚·综合 32021年 9月 7日 星期二

文明乡村Sy

8 月 19日 10时起，随着海南省
全部降为低风险地区，跨省团队旅
游及“机票+酒店”业务的重启，被
疫情阴霾笼罩了一阵子的三亚旅游
业，开始陆续回暖。如今海南跨省
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已恢
复半月有余，三亚各景区游人纷
至，旅游市场呈现出逐步回暖态
势。据携程数据显示，8月 19 日至
9月1日，该平台用户对海南省的访
问热度上涨近两成，三亚的搜索热
度上涨 25%，三亚景区预订单量上
涨118%。

近日，游客三五成群在三亚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体验热带雨
林“洗肺”之旅，领略亚龙湾热带天
堂景区秋季美丽的风光。“随着国
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三亚旅游景
区人气逐渐回升。”该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随着跨省游“开闸”、开
学季来临，不少陪护孩子上大学的
父母“顺带”旅游，让三亚的“陪送
游”小火了一把，景区游客日益增
多。

“跨省游开放后，我们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丰富旅游产
品，推出多项优惠活动，以期助力
市场回暖。”天涯海角游览区相关
负责人吴晶华介绍，在疫情最严重
时该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仅有两三百
人左右，而跨省团队游的恢复给跨

省的散客游增强了信心，目前客流
量正逐步恢复，周末高峰期可达近
千人。

作为热门的网红景区打卡地，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近期热度也在

持续上涨。该景区不仅上线了“趣
玩海岛计划”系列活动，面向新生、
岛民及省外游客推出多种优惠，还
将在近期正式上线美人鱼考证课
程，致力于带给游客更好的潜水服

务。“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及秋
冬季的到来，三亚旅游市场有望快
速复苏。”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相
关负责人陈宏介绍，目前景区已做
好全方位的准备，不仅严格做好疫

情防控常态化相关工作，同时在积
极筹备秋冬季旅游产品的更新和创
新，将以全新的玩法体验和贴心的
服务品质迎接八方来客。

记者了解到，随着近期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全国多地恢复跨省团
队旅游及“机票+酒店”经营业务，
三亚通过积极推出一系列措施抢抓

“开学经济”，借力旅游季迎八方来
客，三亚各大旅游景区普遍表示，
近期游客量皆有所增长，为行业

“回血”提振了信心。
旅游市场的逐步升温，离不开

三亚各方前期在宣传推介方面的发
力。“虽然海南因疫情一度暂停了
跨省团队游业务和‘机票＋酒店’
业务，但我们针对三亚的旅游宣传
推介一直没有停下来，始终保持线
上的旅游营销推广热度，宣传三亚
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和新优惠。”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期该局不断收集三亚景区景点、
酒店等涉旅企业优惠信息，精心打
造多条旅游攻略，通过微信公众
号、媒体等多渠道进行宣传推介，
增加三亚旅游的曝光度。同时，积
极谋划部署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
庆假期提前预热和造势，让市民、
游客提前“种草”三亚旅游新业态、
新产品，进一步激发三亚秋冬旅游
市场的消费活力。

跨省游恢复逾半月，携程数据显示：

三亚景区预订单量上涨118%
本报记者 李少云

近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游玩。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距离中
秋节还有半个多月时间，三亚各大
商 超 的 月 饼 已 经 上 架 占 据“C
位”。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
今年的月饼价格与往年持平，包装
大多走简约风，有的厂家还推出了
新品种。

9 月 5 日，记者来到蓝海购物
广场的客润佳超市，这里月饼已经
上架，琳琅满目的月饼摆满柜台。
记者注意到，上架的盒装月饼以佳
宁娜、水晶宫、广州酒家、美心、金
九等品牌为主，包装多以红色为主
色调，烘托喜庆的气氛。一盒月饼
的价格大多在200元上下，口味有
伍仁火腿、蛋黄果仁、蛋黄莲蓉
等。散装月饼区品种更加多样，有
蛋黄绿豆、蛋黄红豆、蛋黄玉米、蛋
黄椰子、菠萝味、巧克力味、叉烧
味、蓝莓味、水果味等，价格仅14.8
元/斤。

正在选购月饼的陈女士说，中
秋节还没到，她想买点提前尝尝

鲜，因为月饼含糖量高，不能吃太
多。“散装价格比较便宜，口味选择
也比较多，计划每种买一点。”

在旺豪超市丹州店，月饼抢占
“C位”，摆在超市入口旁。记者注
意到，柜台上摆放了水晶宫榴莲猫
山王盒装月饼，是一款今年新出的
月饼。“今年的月饼以简约为主，夸
张的包装不多见，价格、品种跟往
年差不多。”月饼柜台负责人罗女
士告诉记者，每年中秋节前她都会
租柜台卖月饼，今年的月饼从9月
2日开始上架，按照往年的消费习
惯，预计销售高峰应该在 9 月 15
日至20日。

罗女士透露，今年的月饼价
格、包装、品种都与往年变化不大，
品种以莲蓉、蛋黄、五仁、豆蓉、水
果等为主打，一般来说，佳宁娜的
七星伴月、水晶宫的伍仁金腿卖得
比较好。“目前来看，今年月饼销量
明显比不上去年，希望后面几天销
量能上来。”罗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 李少云）9 月 4 日，
36 岁的南航机长江澎在三亚和兴家园小区和
两名小区物业保洁员，合力救起一名落水的老
人。目前老人身体已无恙，在家中休息。

据江澎回忆，当天 10 时许，三亚正下着蒙
蒙细雨，他在二楼家中做完飞行前的准备后，
走到窗前准备放松一下身心，突然看到阳台对
面楼前的水池里漂着一个人，“是不是有人落
水了？”念头一闪而过，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江
澎就光着膀子、穿着拖鞋飞速跑向楼下的水
池。

“有人落水了，大家快来帮忙！”途中，江澎
遇到小区的保洁员李文华和高成贵，便喊两人
一起救人。三人一起向水池的方向跑去……

江澎最先跑到水池边，眼前出现危险一幕：
一名老人正在水里挣扎。危急之下，江澎跃入
水池，拽住老人的胳膊向上撑，以防老人溺
水。随后，李文华和高成贵赶到，三人合力将
老人营救上来。

被救上来的老人精神恍惚，但生命体征正
常。江澎随之返回水池将老人的拐杖捞上来，
递到老人手中。由于接下来还有三亚-昆明的
航班任务要执行，看到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后，
江澎默默离开现场。

老人休息一会后，李文华和高成贵搀扶着
老人回到住处。老人感谢大家救了她，并称给
大家添麻烦了。老人的家人回来后，两人便离
开。

事后，记者从和兴家园小区金的物业相关
负责人郭兆龙处证实确有此事。他告诉记者，
家属事后到物业中心表示感谢。“我们一直培
训教育员工要乐于助人，积极向善。”郭兆龙
说，好人好事在小区内时有发生，物业将对救
人的两名同事进行奖励。

“生命大于一切，当时就一心想救人。”9月
6日，江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何时都要
敬畏生命，生命是第一位的。

记者了解到，江澎是一名民航机长教员，现
任职于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已安全飞行超过
11000 个小时，因平时表现突出，被南航评为
2020年度“安全之星”，现已被吸收为入党积极
分子。

“作为一名机长，秉持的就是安全第一的理
念，保护的就是每一位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飞行员一定会挺身而
出。”江澎说。

南航海南分公司三亚飞行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江澎乐于助人的品格值得南航的每名员工
学习，公司将对他救人事迹进行通报表扬。

中秋未到

三亚各式月饼抢“鲜”上市

市民在三亚客润佳超市选购中秋月饼。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在古代，因三亚远离京城，
孤悬海外，一直被认为是边陲
莽荒的“天涯海角”，是亟待挖
掘的“文化富矿”。现如今，乘
着自贸港建设东风，三亚正破
浪前行，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
人才奔涌而至。

63 岁的古小松，在约 40 年
的时间里，一直在第一线从事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经济
与政治、东南亚历史文化的教
学与研究。去年，机缘巧合之
下，他从广西来到三亚，从广西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转变为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的一名教师。

发挥余热
为自贸港培育人才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谈东
亚经济一体化，与各国学者共
同研讨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新模式，给对外华文授课老师
进行线上授课和交流分享……8
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东盟研
究院院长古小松的工作内容安
排得满满当当。他说，他十分
享受这种忙碌而充实的工作状
态。

这 是 古 小 松 第 二 次 来 三
亚。此前，他一直在广西社科
院、《东南亚纵横》杂志社等单

位担任重要职务。今年6月，当
收到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聘任
通 知 时 ，他 毫 不 犹 豫 就 答 应
了。“我希望能在三亚发挥余
热，凭借多年研究积累下来的
经验和知识，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发展需要人才，而人才培
养离不开教育，提升三亚本地
教学水平，需要大家携手努力，
像盖房子一样添砖加瓦。”在古
小松看来，在中国面向东南亚
的前沿中，广西有东盟博览会，
云南有通向中南半岛的泛亚铁
路，海南则是面向南海周边国
家最直接的省，但目前海南与
东南亚的合作远未适应形势的
需要，高校中唯有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开设泰语课程，所以提
升与东南亚合作的关注度，进
一步加强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
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要利用好海南的地理位置
优势，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交
流合作的平台，特别是在服务
贸易、观光旅游、教育文化等方
面，为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合
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古小松表
示，他渴望能在三亚“大展身
手”，结合海南实际，逐步开办
商务、旅游、对外汉语、国际关
系与国际事务等专业+东南亚
语种的教学模式，以适应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需要，为国
家输送人才。

言传身教
育人是最重要的使命

对于古小松而言，给学生们
的关爱不仅是课堂上的传道解
惑，还有平日里的言传身教。

“我觉得教学是一件压力感和
幸福感并存的事情。学生的成
长总是令我觉得非常欣慰。”古
小松介绍，在其漫长的教学生
涯中，相较于让学生取得高分，
他更重视对学生思辨精神、创
新精神和动手能力等方面的培
养。

“比如我曾经的一位学生，
在课堂上表现非常好，不光能
领先课堂的教学进度，甚至还
时常独自阅读一些书目，并形
成自己的观点。”古小松介绍，
文史哲学科间观点极难统一，
因此有时他常常与学生进行读
书分享。“被当面质疑观点有时
不是那么令人愉悦的体验，但
我一直鼓励那位学生发表自己
的不同意见，因为这既促进了
他的思辨精神与独立性，对我
也是很好的鞭策。”古小松说，
阅读最前沿的文章和专著等，
再进行观点碰撞，这是极其重
要的，毕竟知识虽然可以带来

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
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

“对于未来在三亚的教学工
作，我有很多计划和打算，但最
根本的，还是育人。”古小松说，
学生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
处，在学业上处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而他们自己对此并无清
晰的认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老师要教学生如何做学
问，帮助他们找到对哪些问题
感兴趣，个人志向在哪里等，再
加以适当的点拨，给予适时的
匡扶和引导。总体而言，就是
要坚持因材施教的理念，着眼
于学生的长远成长、正确三观
的养成，而不是眼前的几次卷
面成绩。”古小松说。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东盟研究院院长古小松：

“牵线搭桥”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记者 林林

9 月 6 日，古小松在阅读资料。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三亚上演暖心一幕

南航机长与保洁员
合力救落水老人

江澎（左）和同事在交流工作。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天涯区新联村

人居环境大整治
村庄旧貌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赵彬）“村内
道路愈发干净整洁，两侧排污沟渠不再积淤堵
塞，污水横流现象一去不复返……”提到乡村振
兴工作队带来的变化，现年68岁的天涯区新联
村村民吕将感慨不已。

“乡村振兴就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农民幸福指数。”驻村工作队队长吴家文告诉
记者，新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以来，始终
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
任务来抓。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乡村振兴工
作队发现村辖区内还有卫生死角、生活污水排
放不够完善、乱摆乱放、占道搭建等问题。针
对这些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环
境问题，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委会积极协调村
包点单位——天涯区财政局，争取该局的支持，
制定治理工作方案。

乡村振兴工作队按照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要
求，加大环境整治资金、设备和人力的投入，加
大宣传力度，建立日工作报告制度。积极组织
和动员村民参与到清扫街道、清除死角、门前

“三包”等环境整治工作中来。今年以来，全村
共发动党员群众共计1100余人次，组织清洁车
辆 260 余台次，清理生活垃圾 68 吨，清理疏通
村内沟渠近1公里。

乡村振兴工作队不但做到“行动上带动”，
也积极推进“思想上发动”。为了改变村民的
思想，激发大家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的热情，工
作队发挥“扎实肯干、不怕吃苦、走在前列”的
带头作用，引导、动员广大村民从自身做起，让
大家明白只有“大家美了，小家才会更美”的道
理，共同维护、建设村内美丽环境。今年以来，
工作队开展入户宣传教育 310 人次，发放宣传
资料300份，张贴宣传标语15幅。

如今，新联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通过“抓人居
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基本消除了村里黑
臭水体及家畜粪便臭味。村民走在村道上感觉
空气清新，村里人居环境大大改善，村民幸福
指数大大提升。

三亚交警
整治不文明交通行为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煤气罐属于危
爆物品，电动车不允许搭载。万一发生了
泄露或是其他情况，不仅对你，对周围的人
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是工地的安全
帽，它主要保护你的头顶，骑车一旦发生事
故摔下来你这个头盔保护不了你的后脑
勺”……近期，三亚交警持续在辖区城乡结
合部、城区重点路段及重点场所开展清查
整治行动，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阻，以
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同
时与相关单位联合开设“不文明交通行为
曝光台”，助力三亚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

9月 6日上午，三亚交警吉阳大队荔枝
沟中队在迎宾路千古情路段，开展行人闯
红灯、不走斑马线，电动两轮摩托车闯红
灯、逆向行驶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行动和交通安全劝导工作。据统计，
当天共出动警力12人，共检查电动两轮摩
托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佩戴
不符合安全标准头盔60余起，现场劝导和
集中警示教育70余人次。

“他们抄写完保证书、看完警示教育视
频后，我们会让他们到现场看交通事故死
亡案例展板，这些案例全都是发生在三亚
的案例。目的是让他们对照造成这些死亡
案例的行为，看看哪些是自己同样存在的，
提高认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三亚交
警吉阳大队荔枝沟中队中队长董奥说。

据三亚交警支队新闻办负责人张海哲
介绍，三亚交警从今年9月份开始，着重针
对一系列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
治，并通过三亚交警新媒体平台等对外公
布曝光。三亚交警呼吁大家自觉树立安全
出行意识，为美丽三亚创建文明城市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