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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单憬
岗）“这种蘑菇太神奇了，一碰就变色！”
今天，海南医学院药学院副教授曾念开
博士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8月，他的
团队在我省中部山区发现一种可以变
色的大型真菌（蘑菇），这意味着我省发
现了又一真菌新属：橙牛肝菌属。

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林业
部门等单位的支持下，曾念开及其合作者在
中部山区鹦哥岭、五指山、黎母山等地发现
了一个真菌新属，即橙牛肝菌属（Cro-
cinoboletus），并在国际主流的分类学杂志
Phytotaxa（Zeng et al. 2014）上发表。

“这种真菌新属的主要特征是通体
橙色，其最大的特点是一碰就能变
色。”曾念开说，这主要是这种真菌内
含有一特殊的色素成分——牛肝菌藏
花素。该属真菌的菌盖表面、菌柄表
面、子实层以及内部的菌肉在手碰触
后，均能很快地变为蓝绿色。

藏花素是一种在鸢尾科植物番红
花和茜草科植物栀子中发现的类胡萝
卜素类天然色素，最早作为红色染色
剂，之后发现其具有抗氧化、神经保护、
调节血脂和抗癌等活性。牛肝菌藏花
素与藏花素有相同的骨架类型，且在自
然界呈现出美丽的橙色。据此曾念开
认为，该新属的发现，对于天然色素以
及新药物的研究开发提供了一个方向。

据悉，橙牛肝菌属现已知包括了2
个种，即金红橙牛肝菌和橙牛肝菌。其

中的金红橙牛肝菌在东南亚地区分布广
泛，在海南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种类，它
除了分布于鹦哥岭、五指山、黎母山等
地，最近曾念开还在尖峰岭、俄贤岭等地
发现了该真菌的踪影。该种真菌能和热
带雨林中的壳斗科植物和松科植物等形
成菌根关系，这种生物学特性对于促进
植物的健康生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深入认识这些真菌，并在海南各林
区开展森林外生菌根菌的资源调查，将
对于热带森林的保育及荒山造林具有积
极的意义。”曾念开说。

我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
件，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形成了复
杂的植被类型，生长着色彩纷呈、形态各异
的大型真菌。在过去的研究中，虽然已经
发现了许多种类，但仍有大量的真菌有待
去发现、认识、命名、描述和研究。

我省发现一奇特真菌新属

“害羞”的蘑菇 一碰就变色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刘贡）2014年
10月23日19时57分3秒霜降交节，本岛部分地
区从傍晚开始降雨。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接下来
的一周里，本岛天气以多云有小阵雨为主。24日
至30日，本岛最低气温21—25摄氏度，最高气温
27—32摄氏度。大部分时候多云天气，偶尔小阵
雨舒适宜人。

霜降交节 本岛迎雨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记者邓
海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交通部门获
悉，为方便市民、游客出行，提升电召出
租汽车服务能力和质量，海口电召出租
车服务收费标准现已通过审批，自11
月1日起试行一年，电召出租汽车的运
价标准则按现行海口市出租汽车运价
标准执行，保持不变。

据介绍，海口市电召出租车服务收
费标准将根据电召方式不同分为两类，
一类是即时召车，旅客约车与用车时间
间隔小于30分钟，服务范围在乘车地点
半径2.5公里范围内，收费标准为5元。

另一类是预约召车，约车与用车时

间间隔大于30分钟小于24小时，按服
务范围收取费用，主城区范围：以滨江
路、琼州大桥、海瑞大桥连线为东侧分
界线，以椰海大道海瑞桥至海榆中线段
连线为南侧分界线，以海港路、秀英大
道、海榆中线与椰海大道交界处连线为
西侧分界线，以沿海一线为北侧线，收
费标准为15元。

除主城区以外，以东营镇、白驹
大道、灵山镇以及美兰机场互通的连
接部分为东侧分界线，以海口绕城高
速美兰机场互通至绿色长廊互通段
为南侧分界线，以假日海滩、长彤路、
绕城高速与绿色长廊交界处的连接

线为西侧分界线，以沿海一线为北侧
线，收费标准为20元；郊区范围：除建
成区以外，东至桂林洋高校区、海文高
速美兰互通、美兰机场、云美路，南至
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永兴镇、石山镇，
西至南港、海口火车站、粤海大道、疏
港公路以及绕城高速疏港互通，以沿
海一线为北侧线，收费标准为25元。

此外，还将在电召出租车调度中心
和出租车车身醒目位置明码标价，方便
广大市民询价和监督。电召出租车服
务费标准自11月1日起试行一年，试行
中如有问题可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
馈，期满后重新核定收费标准。

本报海口 10月 23日讯 （记者陈
怡 通讯员麦世晓）记者今天从海汽集团
获悉，海汽“海口—琼中”精品线路今天
正式试运营，全新升级版的快车每天往
返12个班次，票价依然是38元不变。

走进升级版的海汽快车，只见温馨
舒适的绒布商务座椅、全程免费的网
络、随时可选的饮品还有移动电源和医
疗箱等。

“我喜欢新推出的充电宝供应服
务，这对于经常出差的人群非常有吸引

力。”经常在海口和琼中往返的物流企
业销售人员王进则说。

据了解，海汽快车品牌在7年前正
式问世，改变了海南道路运输的格局，
也结束了海汽无品牌产品的历史。为
了提升和重塑品牌，海汽集团以海口至
琼中班线为试点，推出升级版海汽快
车，打造精品线路。在硬件上，车内安
装舒适的商务座椅，铺设木纹地板，增
设卫生间、自动空气净化设备和暖风系
统。

海汽升级快车服务质量

“海口—琼中”精品线路试运营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记者昨天从海口市秀
英区教育局获悉，为缓解辖区内学位
紧张问题，该区拟将秀华学校扩建为
九年一贯制学校，扩建后的办学规模
为小学42个班、初级中学18个班，预
计将增加学位 2000多个，其中，作为
一期工程的小学扩建项目，预计将于
2017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据悉，秀华小学位于海榆中线4公
里处，属于海口市海秀镇辖区一所农村
学校，主要吸收周边业里村4000多村
民、周仁村和儒益村3000多村民的子
女上学。然而，近年来，随着海榆中线、
南海大道周边蔬菜种植、花卉养殖及仓
储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海口药谷

的建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
员，秀华小学学位逐年“吃紧”。为解决
学位紧张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决定扩
建校园，并增设初中部，建成九年一贯
制学校。

“现在项目已经立项，按照规划，扩
建将分为两期进行，先完成小学部的扩
建，然后再新建初中部，最终实现将该
校由目前的农村完全小学改扩建成一
所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秀英区教育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秀华小学目前共有
13个教学班，634名学生，全部扩建工
程完成后，小学办学规模将扩大为42
个班，初中将有18个班，较目前能多提
供2000余个学位，预计将有效缓解周
边地区的学位紧张问题。

海口秀华学校将扩建为九年制
预计增加学位2000多个

本报临城10月23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记者今天从临高
县获悉，总投资2.1亿元的临高县人民
医院新址日前落成，现医院将于本月
28日正式搬迁，新增的现代化医疗设
施和增设的床位，将有效缓解当地群众

“看病难”。
“现有的医院建于1951年，现在看

来，设施过于简陋，老态尽显，难以满足
当地群众的医疗需求。”临高县人民医院
院长陈卫东介绍，现有的临高县人民医
院急诊室只有270平方米（国家标准是
570平方米），且仅有210张病床，常常

不够用，病人多时只能“蜗居”在走廊通
道等处，环境拥挤嘈杂。

2010年，临高县委、县政府决定新
建人民医院，计划分两期建设，总建筑
面积 1.2 万平方米，拥有病床 400 多
张。

“新医院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极大地
方便群众看病，有效缓解当地群众‘看病
难’。”陈卫东介绍，新医院除了提高现有
的硬件和技术水平，还将增加肿瘤、重症
医学科（ICU）、血透室、康复中心、体检
中心等科室，目前，人才培训和储备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临高县人民医院新址建成
将有效缓解当地群众“看病难”

本报那大10月2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廖伟生 苏玉铭）今天，记者从儋州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近期成功打掉一个入室盗窃团伙，一举破获
相关案件41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儋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邓祥海介绍，该局分
战区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团伙。9月下旬，抓捕
组对主犯“阿正”所在的出租屋进行围捕，狡猾的
犯罪嫌疑人闻风从6楼爬窗逃跑，被守在楼下的
民警逮个正着。另一抓捕组经过艰苦的追踪，最
终将犯罪嫌疑人“长塘六”等人抓获归案。

警方抓获的“阿正”名叫林某正，男，27岁，儋
州木棠镇人；“长塘六”名叫唐某廷，男，20岁，儋州
新州镇人；另外一个嫌疑人名叫唐某峰，男，18岁，
也是新州镇人。经过专案组突审，三名犯罪嫌疑
人对其利用攀爬管道及剪断防盗网等方式，入室
进行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供述作案41起。

儋州警方打掉
入室盗窃犯罪团伙
破获相关案件41起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沈玉华 崔善红）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龙华法院获悉，
为阻止民警带走自己涉嫌打架斗殴的朋友，海口一
男子周某某持酒瓶砸伤出警民警头部，周某某近日
被龙华区法院一审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11个月。

2013年5月11日凌晨2时许，因海口市龙华
区上邦百汇城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海口市公安局
民警李某川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与3名协警赶
到现场处理。身穿警察制服的民警李某川看到赵
某某（已判刑）手持木棍，便口头表明警察身份后
将赵某某控制，并要求其配合调查。

被告人周某某（现年20岁，海南东方人）和赵
某涛、赵某壮（二人已判刑）等人随后来到现场，对
民警说赵某某不是参与打架的人，并与民警拉扯、
推搡，赵某涛将协警扣押的木棍抢走，周某某持酒
瓶砸伤民警李某川头部，李某川受伤后看见情况紧
急，为了控制场面被迫朝天鸣枪示警，四人逃离现
场。经鉴定，李某川头部所受损伤为轻微伤。2014
年6月30日，被告人周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某行为
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周某
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
遂作出以上判决。

为阻止朋友被抓

海口一男子
持酒瓶砸伤民警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王琼超）“活生生的案例令人警醒，我们一定要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
知法守法的好学生。”昨天下午，海南省琼山强制
隔离戒毒所在海南省白驹学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活动，戒毒人员王某为该校2000多名师生上了一
堂直观生动的“现身说法”课，撼动了在场师生。

戒毒人员王某用质朴而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
己的违法经历和重新做人的心路历程。他说，自
己是家中独子，在家庭的溺爱下形成了自私任性
的性格，沾染了许多不良恶习，抽烟喝酒、打架斗
殴、迷恋网络游戏、结交狐朋狗友等，无所不为。
有一天网友拿来一小包“白粉”让他尝试，并说这
东西很提神，刚开始他还有点犹豫，但在叛逆的心
理作祟下，他接受了。从此，王某便坠入了让人难
以摆脱的毒魔深渊，越陷越深，直至被送到省琼山
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戒毒。

“我以一个失足者的经历告诫你们，一个人没
有多少青春可以虚度，请不要沉迷网络，追求那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不要被愚昧无知的好奇心驱
使而沾染毒品，它会剥夺你的健康，泯灭你的良
知，造成的灾难是无法估量的。”活动结束时，王某
深深地向师生们鞠了一躬，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戒毒人员校园内
现身说法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记者洪
宝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近日，海
口个别市民在街面流动摊点购买充值
卡后，发现无法充值成功，对此，海口警
方和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提醒市民，
要充值手机卡请务必到正规门店购买
充值卡或者到营业厅充值，一旦上当要
及时报警，以便警方尽快破案。

近日，海口市民李女士来电反映，10
月3日，她在海口市琼山区道客村一路边

摊点买了一张充值卡，回家充值后发现
上当受骗。据李女士介绍，当时销售人
员告诉她，购买100元充值卡可以获赠
100元，而且充值卡可以充值（中国移动、
联通、电信）三大移动通信中任一种，她
花100元获得2张面额为100元的充值
卡，根据充值卡的提示信息给移动手机
充值时，才发现上当受骗，充值不成功。

三大运营商客服都表示，如果用户
需要给手机充值，最好是到营业厅进行

现金充值或者在营业厅购买充值卡进
行充值，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流动摊点充
值卡，避免上当受骗。

海口市公安局国兴派出所值班人
员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来，该所接
到多起购买充值卡上当受骗的案件，为
了安全，值班民警提醒到正规门店购买
充值卡，避免上当。值班民警还提醒，
一旦发现上当受骗要及时报警，以便警
方尽快破案。

充值卡“买100送100”有蹊跷
警方和运营商：应到正规门店购买充值卡

海口电召车下月起收“叫车费”
根据服务范围收取5元至25元不等

本报五指山10月23日电 （记者
易建阳）“我们这里的农田主要靠山上
溪水灌溉，从小溪到农田有一条灌溉水
渠，原来是一条明渠，山水绿世界房产
项目进驻后，这条水渠就从小区内经
过，部分地方被水泥板盖起来，明渠就
变成了暗沟。”近日，五指山市番茅村村
民黄永辉向记者反映，每遇到大雨，泥
沙就堵塞灌溉水渠，清理起来很麻烦，
下游农田没水灌溉。

据了解，这条水渠灌溉的农田有
2000亩左右，涉及到番茅、红雅等四个
行政村5000多人。“村民经常来找我，
说农田没水灌溉，我只好去找房产项目
相关领导，他们有时也会派人清理，但

动作很慢。”番茅村干部黄利群说，他对
此事也很苦恼。

“以前是一条明渠，如果哪个地方
堵住或者漏水，我们叫村民去疏通或堵
漏就行了，一般也就一个上午就有水灌
溉了，现在有时候水渠几天一滴水都下
不来，几百米的暗沟，中间设几个窨井，
一个人弯腰才能进去，很不好清理。”黄
利群说，水稻收割后，农民马上要种冬
季瓜菜，水渠水量很小，根本满足不了
农民灌溉需求，大家都很着急。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山水绿世界
项目工程部主要负责人介绍，他们项目
进驻后，2009年开始修建排水涵洞，其
中就包括这条灌溉水渠，当时是经过海

南省水利部门批准建设，并委托专业水
利设计单位设计的，大约有400多米暗
沟，2010年建成后，前3年内都没有出
现水渠堵塞现象。去年“海燕”台风过
后，水渠开始堵塞，他们公司也请人疏
通了，对下游农田灌溉影响不大。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条小溪旁
有工程项目施工，部分泥沙裸露，‘威马
逊’台风过后，大量泥沙被洪水冲进灌
溉渠，由于水渠坡度小，水流平缓，部分
泥沙沉积在水渠中，堵塞就变得很严
重。”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水渠堵塞要频
繁一些，下游农田灌溉确实受到影响，
他们会尽快组织人员清理淤积泥沙，确
保灌溉水渠畅通。

明渠变暗沟 大雨天常堵
五指山番茅村水渠受堵，千亩农田等灌溉

10月22日，海南省技师学院现代手工艺系的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椰雕
技艺。作为国内首家培养全日制椰、贝雕技能人才的技工院校，该学院已设计成熟
作品50多幅，生产的3000多幅椰贝雕工艺品，年产值达300多万元。学院多幅作
品在全国工艺美术大赛中获奖，将贝雕与椰雕产品发展为具有海南本土特色的高端
旅游产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畅享车内免费Wifi
10月24日，在海口汽车南站，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巴姐”靓丽亮相，并在海口

至琼中海汽VIP快车上，向人们展示Wifi无线网络等新设施。据了解，海汽计划在全
省23个客运站和497台海汽VIP快车和海汽快车上增设Wifi无线网络覆盖，为旅客
提供免费上网服务。目前，海口汽车西站、琼中汽车站、临高汽车站以及6台海汽
VIP快车上已先行试点实现了WiFi覆盖。 文/本报记者陈怡 图/本报记者张杰

纸箱当书桌 街头写作业
10月23日下午5时，在海口市白龙南路街

头，两位小朋友放学后，在大人陪伴下，以纸箱为
书桌，认真写作业。她们认真专注的身影，成为海
口街头一道温馨而独特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左图为变色蘑菇。可以看到，左二
蘑菇菌盖表面和右边蘑菇菌柄在触摸后
变成了蓝绿色。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曾念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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