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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练 孩子们更懂事
第七届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第一期开营
以来，小营员们学会了团结合作，通过历
练，孩子们变得更懂事了。15 日的“营之
星”为小营员葛凯旋和庄仲。
由南国都市报社和海南山海风拓展训练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活
动针对 8-14 岁少年儿童定制，以营地为载
体，为孩子构建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提
供丰富团队活动，鼓励营员们组建自己的社
区，构建没有围墙的学校。
（燕珍/文）

15 日
“营之星”日记摘录

今天我们进行了许多的活动，也学
到了更多的新道理。
上午，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根绳子，
学会了平结、蝴蝶结等的打法，又进行了
比赛，成绩不太好，之后的唱歌又不太主
动，使得教官很生气。
下午，
我们玩一个游戏，
一个班中选一
个人来拿卡片，
一共 30 片，
其他人指挥，
30
张卡片要按顺序排好，
前面的错了，
后面的
也会算错，所以要井然有序，避免手忙脚
乱。时间 60 秒，
先完成并效率最高的班获
胜。最终，
我们班获胜。
后面由于大家一直讲话，被罚了，后
面我们又进行了总结和检讨。我认为，
只有团结一致，分工明确，才能更加高效
率，快速地去完成某一件事。今天我又
学到了新知识。

二、夏令营时间：
第一期：7 月 09 日-7 月 18 日
第二期：7 月 20 日-7 月 29 日
第三期：7 月 31 日-8 月 09 日

三、报名方式：
1、现场报名：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
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门岗对面“南国
军事拓展夏令营”接待处 （唯一现场
报名点）。
报 名 咨 询 ： 66810226、
66810863、966123。
报名时间
上午 8：30-11：30；
下午 15：00-17：30；
周末正常接受报名，时间：上午
9：00-11：00，下午15：00-17：00。
2、微信报名：关注南国都市报大
活动部微信公众号“海南资讯发
布”，点击子菜单“@活动中”的“南
国夏令营报名”入口填写资料。或在
对话框中输入“夏令营”后，点击链
接进入根据提示报名。扫描下方夏令
营微信报名入口。
拼团链接
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

早晨，
天刚蒙蒙亮，
我们就听见了一声清脆的
哨声，
然后我们急匆匆地整理好自己的内务，
再用
自己最快的速度到我们住的四合院里去集合。
集合完之后，就一起站军姿，再复习前几
天学的稍息、立正、跨立、敬礼等动作。
我们把所有的都练习完之后，
就去吃早餐，
接下来就是正式搞活动了。我们的第一场比赛
是双人夹球赛，
每一个同学都跃跃欲试。一开
始是我和林子策上场比赛，
我与林子策配合绝
妙，
用惊人的速度成为了最快的那一对，
但是因
为后面比我们小的同学跑得不快，
所以我们班
只得了第四名。
第二轮比赛开始了，每一个班的同学都
争先恐后一心想得到第一名的位置，但是因
为有点急，所以球掉了要重新再跑，就是因为
这样才比别人慢。这次我们班成功进入了前
三，获得了第三名。夏令营真是太有趣了！

夏令营真是太有趣了！ 夏令营教会我团结

第四期：8 月 11 日-8 月 20 日
年龄条件：8-14 岁
（招收人数：
每期限200人，
报满为止）

微信报名二维码
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

小营员庄仲：

第七届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拼团限
时优惠！你再犹豫不定，优惠就没有
了。点击下面的拼团链接可自行组团，
享受优惠。
本次收费标准 （10 天/期），为全
程一次性收费 3580 元/人/期，报名越
早，优惠越多 （任选其一）。
7月2日起，报名优惠价优惠如下：
单人优惠价 3450 元/人；
5 人及以上组团报名优惠价为
3280 元/人，
10 人及以上组团报名优惠价为
3180 元/人。
线上 24 小时自助下单报名；或
者拨打 66810863 组团报名，由工作
人员帮您登记。

发布二维码
海南资讯

小营员葛凯旋：

一、报名组团更优惠

（广告）

健康

夏季警惕“蛇出没”
夏季是各种蛇频繁出没的季节。专家提
醒，雨前、雨后尤其是洪水过后的时间要特
别注意防范蛇类。一旦被蛇咬伤，要第一时
间到医院进行救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宁宗介绍，该院近段时间连续收治了多名
被蛇咬伤的患者。患者送来医院时，伤口处
多出现肿大、瘀斑、皮下出血等症状。
宁宗说，夏季是竹叶青、眼镜蛇、烙铁
头蛇、银环蛇出没的高峰期，群众出门需警
惕 “ 蛇 出 没 ”。 一 旦 被 蛇 咬 伤 后 ， 不 要 慌

张，也不要去抓蛇，而是要保持镇定。同时
要及时做好现场急救，可以尝试用手挤出部
分毒液，也可以用火柴烧伤口，努力消除毒
素。
宁宗提醒，广大群众要及时对家里的杂
物进行收拾，不给蛇类留下藏身之处。同
时，在房屋周围蛇经常出没的地方撒一些雄
黄粉或硫黄粉，有助于防止蛇类入室。他还
建议，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特别留意草
丛，在走过偏僻的丛林时要用竹竿、树枝等
工具拍打草丛，让蛇惊吓逃走。（据新华社）

欧米茄—3 脂肪酸或能抗癌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
一项小鼠实验显示，欧米茄—3 脂肪酸的代
谢产物有助抑制肿瘤生长，防止癌细胞扩散
或转移。
在由最新一期美国 《医学化学杂志》 刊
载的论文中，研究人员写道，他们发现欧米
茄—3 脂肪酸代谢过程中产生一类名为内源
性大麻素环氧化物的分子，不仅有消炎、镇
痛作用，还有助抗癌。身患骨肉瘤且癌细胞
转移至肺部的小鼠实验显示，内源性大麻素
环氧化物能够杀死癌细胞，虽然效果不如临

床使用的化学疗法药物，但这种化合物还能
抑制新血管形成，阻碍向癌细胞供给养料，
防止癌细胞之间合作互动，最显著的是，能
够阻止癌细胞转移。
研究人员打算进一步做临床前研究，先看
内源性大麻素环氧化物对犬类所患骨肉瘤是否
有疗效，再研究它对其他癌症是否有作用。
先前研究显示，欧米茄—3 脂肪酸有益
心脏健康和调节血压。这种脂肪酸常见于三
文鱼和鲭鱼等多脂鱼以及核桃、奇亚籽、亚
麻籽和芥花油。
（据新华社微特稿）

牛油果虽好
但不宜多吃
牛油果营养丰富，再加上颜色和口感，为不少人
喜爱。不过，一些专家提醒，牛油果不宜过量食用，
且并非人人适合。
牛油果富含纤维素、钾、维生素 C 和有助降低有
害胆固醇水平的不饱和脂肪。美国医学研究机构“国
立犹太健康中心”心脏病学家安德鲁·弗里曼告诉英
国 《每日邮报》 记者，牛油果所含脂肪优于动物脂
肪，但应该注意适量。“我一直告诉患者，食用任何
脂肪都应该适量，包括牛油果。对心脏病晚期患者而
言，有证据显示他们应该完全避免食用。”
美国营养健身专家塔米·拉卡托斯—沙姆斯说，
牛油果不仅本身营养丰富，还是“营养助推器”，有
助吸收所摄入的其他营养成分，尤其是维生素 A、
D、E、K。不过，一个牛油果热量为大约 322 卡路
里，含 29 克脂肪、13 克纤维素，鉴于“普通成人一
天的热量建议摄入量为 2000 卡路里，300 卡路里还
是有点多”。
拉卡托斯—沙姆斯建议，一天食用牛油果别超过
五分之一个，“量不多，但你仍可以获取营养，包括
帮助你吸收其他营养成分的营养”
。
（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