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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
生 郑 慧 婷）三月暖阳，草长莺
飞。3 月 7 日，由三亚市城乡文
明促进会、三亚市天涯区候鸟人
才协会主办的“翰墨芳华”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书画作
品展在三亚南海美术馆开展。

参加本次活动的书画家有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各省市的
美术家、书法家协会会员 80 余
人。艺术家们创作激情高昂，作
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100 余
幅作品涵盖花鸟、山水、人物、书
法等。

展览现场热闹不已，国画《欢
乐黎家》《花语多娇》《山居图》，
书法《唐孙过庭书谱》《中国梦》

等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引得观众
纷纷驻足合影留念或拍摄发到
微信朋友圈。“真想不到第一次
到三亚旅游，还能欣赏到如此精
美的作品！”成都游客孙大雨感
叹道。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艺术家们用作品来展现
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气
象。”三亚南海美术馆馆长冯福
田说，此次书画作品展旨在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提
升三亚的文化品位，促进三亚文
化艺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推动
三亚旅游产业振兴，助力三亚打
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

据悉，作品展展出时间截至3
月15日，广大市民可免费观展。

“翰墨芳华”庆祝“三八”妇女节书画作品展开展

百幅书画作品飘墨香
描绘新时代新气象

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狂风暴雨，三
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吉阳三队（简
称“吉阳环卫三队”）的女职工们用
日 复 一 日 的 坚 守 ，迎 接 第 一 缕 晨
曦。最辛苦的时候，她们每天只能
睡四个小时。尽管环卫设备再升
级，城市环卫步入“机械化时代”，但
她们仍要承受三亚长年气候炎热、
岗位环境艰苦的考验。她们再苦不
言苦，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
她们拿出绣花针功夫精心为城市

“梳妆”，她们用辛勤汗水换来广大
市民和中外游客的“齐点赞”。日
前，吉阳环卫三队荣获全国妇联授
予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她们很有责任心，每天坚持把
街道、马路打扫干净。”在三亚明佳
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妇联主席熊
牡丹看来，吉阳环卫三队的每个人都
很优秀。

每一次大行动，吉阳环卫三队都
是 主 动 请 战 ，为 美 丽 三 亚 增 光 添
彩。无论是迎检整治工作，还是举
世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马
拉松”“国际帆船赛”等大型赛事活
动，每次都是硬战。吉阳环卫三队
把呵护城市清洁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的“磨刀石”和“答题笔”，用行动给
出了亮色“答卷”。

疫情防控期间，吉阳环卫三队的
女职工们是城市最美的“逆行者”。
吉阳环卫三队专门成立环卫抗击疫
情工作队，主动承揽消杀等额外作业
任务，在抗疫一线诠释“城市美容师”

的责任与担当。荔枝沟村、汕头村、
市仔村等生活垃圾、28个核酸采样点
的医疗废弃物的收集清理打包消毒，
都有她们穿梭忙碌的身影。她们的
付出，让守望有了温度，而她们那一
身橙色的工作服，更成为三亚街头最
暖心的色彩。

在三亚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
作中，吉阳环卫三队主动作为，为家
庭困难学子捐款；每逢节假日，组织
职工到三亚市儿童福利院给孩子们
送粽子送牛奶献爱心，为辖区敬老院
孤寡老人送米送油，组织职工为山区
地贫儿童献血献爱心，职工们的善心
和爱意汇聚成汩汩暖流。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吉阳
环卫三队队长符少菊告诉记者，在三
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妇联的帮助下，
该队还成立巾帼文明岗，明确工作职
责，建立工作制度，积极参加文明礼
仪、禁毒、防性侵、普法公益大讲堂、
妇女技能公益等系列活动；经常组织
女职工们整治环境美化家园，创新模
式实现常态化管理，文明风尚遍地开
花，美了环境，暖了人心。

因表现突出，吉阳环卫三队于
2020年被海南省总工会评为“工人先
锋号”；2021 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
为“工人先锋号”、“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岗”；2021 年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评为“巾帼文明岗”。符少菊 2013
年度被评为三亚市环境卫生管理工
作先进个人。

因为有你们 城市更有光
——记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吉阳三队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郑慧婷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吉阳三队的女职工们。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通讯
员 李行）为了庆祝“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3月 7日，三亚市中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走进吉阳区
临春社区开展“关爱女性、守护
健康”公益义诊活动，把健康服
务和知识送到广大女性朋友身
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免费
享受到优质专业便捷的诊疗服
务。

义诊现场忙而有序，前来咨
询的居民群众络绎不绝。问诊、
量血压、测血糖、健康宣教、发放
药品……专家们认真倾听患者陈

述，了解患者以往的病史和病历
等资料，为患者检查诊断、答疑
解惑。此外，中医特色护理门诊
医护人员为大家宣传中医健康
知识，让不少居民免费亲身体验
耳穴压豆、刮痧、雷火灸等中医
特色护理技术，受到广泛好评。

此次，三亚市中医院组织 10
余位专家为居民提供妇科、内
科、眼科、中医适宜技术等诊疗
活动，利用中医药特色优势为群
众送医上门，同时助力做好相关
疾病的预防工作，提升三亚居民
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质量。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我们
特地从海口赶来看花，和想象中一
样，很美……”春天是什么颜色？
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三亚
水稻国家公园迎来了盛开的菊花，
28万多株菊花怒放，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游玩、拍照打卡。

红菊、黄菊、白菊、紫菊、橙
菊、粉菊……走进菊花种植基
地，各式菊花一丛丛、一簇簇，让
人目不暇接，蜂蝶在花间飞舞，
穿着花衣裳的游客在花丛中绽
放笑容，将美好定格在一张张照
片中。“明天就是妇女节了，我们
过来游玩，看着这片盛开的菊
花，心情很好。”3月 7日，新疆游
客龚艳和友人一同到三亚水稻
国家公园游玩，被眼前的菊花深
深吸引，纷纷拿手机拍下美好的
瞬间。

“现在正是菊花的盛放期，花
的颜色都很鲜艳。”眼前的每一
朵花，对于南京农业大学三亚研
究院基地负责人袁世峰来说都
是宝贝，几乎每天他都来到基
地，仔细观察菊花长势，并记录
下信息。

“去年，我们对菊花品种进行
耐热性评价和筛选，挖掘适合三

亚种植的耐热性优异的菊花品
种进行推广种植及科学研究。”
袁世峰介绍，菊花属于短日照植
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0度左
右，主要种植于我国北方和中部
地区。2021年，南京农业大学三
亚研究院菊花团队利用南繁技
术，尝试在三亚种植菊花。20多
人的技术团队，先后到三亚的种
植基地观察菊花的长势和适应
性，根据采集的数据，挑选出抗
热性品种。

“今年菊花开恰逢“三八”妇
女节，吸引了很多女同胞前来游
玩，这也算是给她们的一份礼
物。”袁世峰说，今年南京农业大
学三亚研究院菊花团队在三亚
试种了近50亩各种菊花，并设计
了滨海风情花田艺术造型。当
前，随着盛花期的到来，花田艺
术造型日渐显现，形成了壮观的
花海美景，从空中俯瞰，可以看
到各种图案，吸引众多市民游
客。

据了解，今年，南京农业大学
三亚研究院菊花团队在三亚水
稻国家公园试种金陵、钟山、南
农衡春、南农小金星等70多种菊
花品种。

市民游客“花式赏菊”
打卡拍照陶醉花海

田间地头、实验室、科研基地
……在十多年里，她步履匆匆，将瓜
菜嫁接技术推广覆盖全三亚，将致富
的新品种洒向广袤的大地，用脚踏实
地的科研干劲，为南繁硅谷建设贡献
出巾帼力量。她就是海南大学三亚
南繁研究院科研成果办主任韩晓燕，
也是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韩晓燕 1980 年出生，山东人，
2008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被原三
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作为重点
人才引进，主要从事热带高效农业研
究以及南繁成果转化和服务等工
作。这些年来，她深耕科研土壤，发
挥自己所长，在三亚南繁热土上，挥
洒着科研汗水。

入院初期，她就组建三亚南繁研
究院瓜菜种苗繁育中心，开展瓜菜的
育苗科研、示范推广工作。针对农户
品种选择难、病虫害发生重等问题，
与团队成员攻坚克难，通过引种、筛
选、示范等工作选育出抗病性强、产
量高、商品性好的优良瓜菜新品种和
嫁接苗，深受农户欢迎。目前，该育
苗中心已成为琼南地区科研实力最
强并深受当地农户认可的育苗生产
基地，每年承担三亚市、五指山市等
市县的种苗补助项目，为老百姓提供
优质的瓜菜种苗。

作为海南省科技特派员和海南
省“三区”人才专家，近年来，韩晓燕

积极开展科普培训和优良品种推广
示范工作，致力于主动服务农户，累
计服务三亚市、保亭县、五指山市、陵
水县、东方市等市县农户 300 余户，
组织开展培训讲座 100余次，培训人

数 3000 余人。目前，主持及重点参
与科研项目 30 余项，完成海南省科
技成果鉴定 4项，主持或参与的研究
项目科技含量较高，示范性较强，取
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 4

项省部级奖励。
“崖州湾科技城建设后，全国各

地的科研人才都聚集在此，我也看
到了更多的希望。”在做好自身科研
的同时，韩晓燕积极投身到“南繁硅
谷”的建设中。这两年，她成为了

“多面手”——负责海南大学三亚南
繁 研 究 院“ 三 亚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园
区”、“海智工作站”、“候鸟人才工作
站 ”等 科 研 平 台 的 管 理 和 建 设 工
作。作为三亚南繁的东道主，她还
负责科研团队入驻工作，已协助 36
个科研团队入驻崖州湾南繁科技城
众创中心。作为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成员单位联络人，她负责 13 名博士
后的各项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参
与推进国家农业生物多维组学平台
建设及种子实验室各项管理规章制
度的制定等工作。同时，还负责对
接崖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各
项工作，申报并获评“崖州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创新主体”，参与国家
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基地建
设、坝头村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建设、
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新品
种推广。

“在三亚的十多年，南繁已成为
我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我会继续发
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在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实现人生的梦想，为南繁硅谷建
设贡献力量。”韩晓燕说。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韩晓燕：

我和南繁一刻也不能分离
本报记者 张慧膑

韩晓燕在田间地头研究豇豆。

她们是巾帼不让须眉的铿锵玫瑰，她们用坚毅、无私、勤劳撑起了半边天，她们让这座城市更具
温度、更富活力。“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本报推出《最美巾帼奋斗者》系列报道，将目光对准多
个领域敬业奉献的女性，展现优秀女性及集体的感人典型事迹。

三角梅、格桑花、玫瑰花、向日葵
……眼下正是百花齐放的时节，赏花踏
青游受到不少市民游客的青睐。在过
去的周末，由于天气好，不少市民朋友
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三亚各大景区、公
园游人如织。

记者从各景区酒店获悉，随着“三
八”妇女节即将到来，春游越发火热，各
景区和酒店纷纷推出门票半价、优惠套
餐等惠民福利及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吸引岛内外居民和游客出游，促进“她
经济”升温。

景区为“她”放“价”

连日来，天涯海角游览区各色花卉
争相绽放，景区内游人如织、风光旖旎，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相聚于此，或徜徉
花海、漫步沙滩、探寻奇石，或乘艇出海
乘风破浪，感受独特的南国魅力。据介
绍，春节以来，该景区热度不减，日均客

流量仍保持上万人次。为迎接“三八”
妇女节到来，3月 8日当天，除了本岛女
性居民免门票外，美团网独家推出海南
本岛居民仅需要 38元/人，以及部分游
玩项目半价等福利，并在 3月 8日当天
在景区大门口、天涯石等地为游客派送
限量康乃馨。

作为夜游三亚的热门目的地，三亚
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将在3月8日推出

“景区门票+往返索道票+奇幻森林五
折优惠 53 元/张”的女性专属福利；亚
龙湾国际玫瑰谷则针对海南本岛居民
推出了38元/人（门票+游览车）特惠活
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则专门针对女性
游客，推出了“女神专享日场门票”、缤
纷菊事“香”伴女神活动专享双人套餐
等优惠，游客不仅可在景区赏花踏青，
还可以参与香薰蜡片制作、DIY压花灯
制作、围炉煮茶等活动，节日氛围感将
被拉满。

此外，大小洞天、鹿回头等免门票

开放的景区也“不甘示弱”，纷纷推出
“观光车+游玩项目”的折扣套餐，性价
比更胜春节假期；作为热门的游乐场
地，三亚丝路欢乐世界在 3月 8日针对
女性游客推出 138 元/人的“影视特技
特效实景体验剧·琼州阻击战”专享优
惠；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针对女性

游客，推出 38元/张（原价 88 元/张）的

女神专享·摩天轮单人票优惠。

酒店优惠为她“买单”

优惠套餐、精致美食、暖心礼品
……三亚不少酒店纷纷整合店内的住
宿、餐饮、美发 SPA 等资源，为女性打
出优惠牌，推出系列优惠套餐，开发女
性游客的度假消费市场。

阳春三月，走进三亚理文索菲特度
假酒店，去体验一场独特的“花朝节”。
每天14至 17点，酒店将推出298元/套

的“花朝节”下午茶，法式甜品与鲜花创
意融合，既能愉悦味蕾，也能拍出惊艳
朋友圈的美照。此外，还能在酒店欣赏
法式插画艺术展示，或去开启一场“花
朝节”SPA之旅。

来三亚去酒店享受一顿浪漫的自
助晚餐是不少女性的浪漫追求。3月 8
日，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针对女性顾客推出 249 元/位的女神专
属自助晚餐半价福利，同行的男性、儿
童也能享受相应折扣。除此之外，3月
6日至 12日期间，还推出 58元/套的精
致下午茶，以及在3月 7日-8日期间推
出玫瑰芳香按摩折扣优惠。

3 月 8 日当天，每位在三亚海棠湾
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天府中餐厅用餐的
女性免费获赠一份牛奶炖蛋白，同行的
客人可享受 28元/份。除此之外，在酒
店涛-海洋餐厅享用自助晚餐的女性，
也将获赠一盅木瓜椰奶冰糖炖燕窝福
利。

景点免门票、酒店推优惠……

“三八”节 三亚多家景区酒店推出“宠她福利”
本报记者 李少云

美丽的花海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专家在认真为患者把脉。 本报记者 卢智子 通讯员 李行 摄

三亚：

情系“三八”节 中医义诊护健康最美巾帼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