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A09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林永成 美编：陈海冰民生海南新闻

■■■■■ ■■■■■ ■■■■■

作为民生地产的践行者，恒大集团建
造的楼盘一直以价优、品质高的特质享誉
地产界。在住宅的建设中，从建筑的外立
面到户型结构的规划再到精装的选材、设
计等，无一不是倾尽全力，力图让购买恒大
房的购房者能够买的起好房，并且能够立

马拎包入住新房!超大的居住空间，大面积
露台及飘窗，体验海居生活的极致，享受
比别墅更加细腻、精致的品质。“海南恒大
御景湾”追求的就是一种生活质量的提
升，致力于为海南人民提供独一无二的住
宅体验。

恒大地产，为百姓造好房

尊尚海居生活品味之旅
——海南恒大御景湾的细节之美

关于幸福，柏拉图曾经有
过诗意的论述。他说，灵魂是
由骑手驾驭的两匹马，一匹通
体透明，日行千里，驶向崇高壮
丽的天国；另一匹则黑暗而驽
钝，顽固地拖向大地，拖向物的
世界。心灵的翅膀渴望高高飞
腾，现实的桎梏最终将我们拖
向地面。我们全部的痛苦即来
源于此，而最终的幸福也将来
源于此。

现在的人们每天都被繁重
的工作压的喘不过气来，毫无
轻松快乐的生活而言。这样不
健康的高压生活，会严重的影
响人们的身体。为什么不尝试
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抛开市区
的高楼大厦，去近郊走走，呼吸
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最近著名的“亲海温泉养
生大盘”——恒大御景湾，受到
市民的大力追捧。我们跟随笔
者一起去看看它的魅力所在。

海南恒大御景湾位于海
南澄迈，拥有上万亩的山水资
源。区内不仅遍布山峦、湖
泊、岛屿和小桥，更有大片森
林覆盖。

笔者走进恒大御景湾园区
内，立刻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
了眼球!新鲜的空气和目不暇接
的树木，让人仿佛沉醉在大自
然中，而一排排的欧式建筑矗
立在这片风景优美的土地之
上，与周围的环境互相融合成
一幅完美的画卷!

笔者随机采访了一位正在
湖边晨练的李先生，李先生告
诉笔者：“这里的房子是儿子买
给他的，一来这边环境很好，非
常适合养老、度假，我们老两口
平时就住在这边，周末的时候，
儿子儿媳就带着孩子一起过来
度假；二来，这边的生活比起其

他的楼盘来说要方便很多，这
里有齐全的配套，包括康体中
心、商业街等，住在这里非常的
方便，儿子也很放心!最主要的
还是这个房子的性价比很高，
我原以为环境又好、配套又齐
全的房子必然是价格相当高
的，没曾想，居然只要首付2万
就可以买下来，还送精装，真正
是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

据悉，目前海南恒大御景
湾推出六月钜惠，只需28万，
即享48-112m2精装亲海温泉
小户，首付 2 万起即送 1600
元/m2升级精装，老业主推介
成交的新业主立即享受98折
等超值优惠活动，堪称全年最
大让利，超高性价比亲海养生
豪宅抢到及时赚到!购房即享
无理由退房，高性价比精品大
宅尽享品质生活。

纯正自然环境，让你每天呼吸新鲜氧气
在走访中，笔者发现，园

区内环境怡人，各大配套齐
全，完善的配套设施让业主以
最低生活成本，坐享恒大御景
湾“食、住、行、游、购、娱”6大
城市基能。在359亩双湾建筑
规划中，举步之间便能畅享海
南省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度
假酒店群、高尔夫球场环伺，
贵族游艇会、海胆剧场、国家
帆船训练港等众多高尚生活
资源……一站式航母顶配，开
启您的滨海岛居养生度假生
活。5200m2超五星级奢华会
所，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国际
标准的健身室，配有跑步机、
健身车、椭圆机、大型健腹板、
罗马骑等等，还有大型室外游
泳池，使业主享受时尚的生活
情趣，为业主建立一个健康、
舒适、具有高端配套的理想生

活居所。让住在园区的业主
随时充分享受便利在满足业
主需求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各
类游客的需求。

热爱运动的游客，可以在
欣赏风景的同时到全能康体
中心运动休闲；而带着家人一
起来玩耍游客，可以带着孩子
去充满童趣的儿童乐园、造型
迥异的雕像园区里，尽情享受
亲子间的互动，在园区内和造
型百变的可爱雕塑合影。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园区
内设置有很多的游乐项目，例
如，可以和爱人一起穿行在空
气清幽、景色宜人的园区内双
人骑游；或者带着孩子在湖边
游玩；也可以召集亲朋好友一
起在海边里来个家庭BBQ；种
类繁多，包游客能够玩到尽兴
而归。

完美配套设施，超高性价比

海南探索“互联网+教育”新模式
一年来，推动全国教育装备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教育信息化试点省建设

■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朱德权 彭智辉

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民政局获悉，经过近3年的努力，琼中
已经打造成覆盖城市和乡村、高级养老
与基本保障相结合的立体化养老模式。

社区居家养老覆盖城镇社区

近日，记者走进琼中营根镇营北社
区，在80岁的独居五保老人郭桂芳家
里，热气腾腾的饭菜刚刚端上桌，一盘
炒青菜，一个丝瓜肉片汤，郭桂芳正吃
得津津有味。这些饭菜都是社区服务
工作人员王海容做的。

“老伴去世8年了，我平时一个人
住，幸亏海容经常过来帮我洗衣服、买
菜、还带我去医院打针。”说起这些郭桂
芳十分感激，“要感谢政府，感谢政府对
我们的照顾啊。”这个80岁老人感情真
挚，红了眼眶。

琼中民政局副局长李进科说，像郭
桂芳这样被日常照料的老人，目前在琼
中有来自营东、营南、营北社区的97人。

2014年琼中民政局全面启动在
县城3个社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
工作，成立了泰康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共有工作人员12名服务97名
老人。

农村幸福院覆盖所有乡镇

记者走进营根镇朝参村委会的农
村幸福院，村委副主任王进轩正在打扫
卫生。

据介绍，朝参村委会幸福院是由村
委宣传文化室改建，50平方米左右的
房间里有电视、麻将桌、象棋、摆满图书
的书架以及各种戏曲影像CD，桌椅齐
备，干净舒适。幸福院门前有各种体育
健身器材，老人们可以进行体育锻炼。

王进轩说，朝参的农村幸福院平时
由村委会干部轮流值班并进行卫生清

理，每天中午和傍晚都会定时开放，村
里的老人可以来这里看电视，下象棋，
打麻将，听戏曲，一起聊天等等。

村里的五保孤寡老人王桂梅今年
80多岁了，她说，自己没事的时候都
会到幸福院转一圈，晚上村里的路灯
也都亮起来，来回走动很方便，在幸福
院里大家一起说笑玩乐，每天都过得
很开心。

琼中民政局负责相关工作的张德
智说，农村幸福院是依托于村委会原有
房屋条件，进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农
村老人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每个幸福
院给予资金支持5万元。琼中目前在
全县10个乡镇均设有农村幸福院，已
经建设好的有10家，正在建设的有29
家，预计到今年8月份，39家农村幸福
院全部投入使用。

投资建设星级养老院

据悉，琼中已有10家敬老院覆盖
乡镇，3年来新增床位140个，床位数
总计294个。同时在县城营根镇升坡
村东南面又新增一家集住养、娱乐、康
复为一体的多功能福利中心敬老院，目
前正准备投入使用。

新建福利中心敬老院东面紧靠
琼中中学，西靠琼中县中医院，占地
面积 11198 平方米，共投资 1165 万
元，建筑面积3649平方米，设置床位
152张。

琼中在原县武警中队驻地划拨土
地52亩，用于琼中县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建筑面积约17873平方米，设置
床位200张，计划总投资3987万元。
建成后，将成为我省中部集定期托养、
医疗康复、临时暂住、休闲度假等功能
最齐全的综合配套设施于一体的星级
养老院，能够为广大老年人提供生活
照顾、医疗保健及文娱活动等相关服
务，为老人颐养天年提供优质服务和
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营根6月16日电）

琼中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养老体系

开启老人幸福生活模式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 马珂）
3年后，在海南三级医院看病，预约诊疗
将成为主流，而繁琐的缴费、检查程序也
将得到简化。今天，记者从省卫生计生
委获悉，该委近日制定《海南省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自2015—2017年，利用3年
的时间，形成便捷就医、安全就医、有效
就医、明白就医模式，医疗服务水平明显
提升，人民群众就医感受明显改善。

《方案》提出将扩大预约比例。三级
医院逐步增加用于预约的门诊号源。至
2017 年底，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
50%，复诊预约率≥80%，口腔、产前检
查复诊预约率≥90%。

推进分级诊疗，支持双向转诊，二级以
上医院为基层医疗机构预留足够的号源用
于转诊。通过网络、电话、窗口、诊间、社区

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提供预约诊疗服
务，方便患者预约。实行“预约优先”，对预
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安排就诊。
此外，我省医疗机构还将实现分时预约、诊
间付费，缩短在医院候诊时间。

《方案》要求各医疗机构根据门急诊
就诊患者病种排序，科学安排各专业出诊
医师数量，保证医师有足够的诊查时间。
合理安排检验检查设备和人力资源，逐步
缩短检查等候时间和出具检查报告时间，
力争做到预约诊疗患者及时检查。

医院在具备微创外科和麻醉支持的
条件下，选择既往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明
确、单一，临床路径清晰、风险可控的中、
小型择期手术，逐步推行日间手术，提高
床位周转率，缩短住院患者等候时间。

实施急慢分治。三级医院逐步转诊
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肿瘤、慢性肾病等诊断明确、病
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由基层医疗机构
实施治疗、康复、护理、复查、随访，缓解
三级医院就诊压力。合理确定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数量和种类，加
强二级以上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
药目录的衔接，满足患者需求。

《方案》提出，要发挥信息技术优势，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通过新媒体、微平台
等途径告知医院就诊时段分布信息，引导
患者错峰就诊。对门诊等候、预约诊疗、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和手术前后的患者，
通过新媒体、微平台、告知单等多种形式
提供提示服务。通过诊室内记账、诊间结
算、手机等移动设备支付，减少患者排队
次数，缩短挂号、缴费、取药排队时间。提
供自助打印、手机信息、电话告知、网络查
询等多种形式的检查检验结果查询服务。

我省多途径缩短患者就医诊疗等候时间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预约优先 日间手术 急慢分治
省直单位
老年人运动会开赛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
第7届省直单位老年人运动会今天在省高级体校
开幕，来自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以及部队
的33支代表队的1100多名老年选手参加。

该项比赛每3年举办一次，参赛的男女选手年
龄分别在60岁和55岁以上。本届运动会设健身
球操、柔力球、快乐舞步、太极拳剑、乒乓球、地掷
球、气排球、健身气功、中国象棋、钓鱼和门球共11
个项目，参赛人数和项目往届设置均超过往届。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委老干局、省文体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老龄委办公室和省老年
体协主办。

临时建筑采用可燃材料存在火患

秀英拆除一集散市场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林宇）记者今天从海口有关部门获悉，秀英区多部
门开展了拆除违章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对重大
火灾隐患区域的海南绿保再生资源业里村集散市
场进行拆除。

据了解，秀英区消防大队在前期排查中发现，
该集散市场里废品站均未办理相关的合法审批手
续，处无证经营状态。市场占地2万多平方米，内
部共13家废品收购站，都是违章搭建的彩钢板临
时建筑，存在极大的火灾隐患。如在杂乱的可燃
性废品堆场中，违法搭建有多处供人员生活的彩
钢板房，形成了住宿、经营及仓储混合布置的“三
合一”现象；且钢板夹芯材料采用聚氨酯泡沫可燃
材料，严重违反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内部存在私拉
乱接电线、建筑内耐火等级不足、用火用电不规范
等现象，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

为防止火灾事故发生，秀英区政府高度重视，组
织相关部门对该片废品站予以取缔，实施强制拆迁。

5位海大学子
6次捐髓救人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洪宝光）近5年来，
已有5位海大学子6次捐髓救人。这是记者今天
从海南大学捐髓救人爱心故事分享会上获悉的。

今天，在分享会上，曾经就读于海南大学的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王晶晶现场与学生们进行了分享
当志愿者心得。在互动中，有69名海大学生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库。

据省红十字会统计，2009年以来，已有5位
海大学子6次捐髓救人。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海大学子集体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的队伍，给白血病患者带去更多的希望。

据了解，目前全省有3.2万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已成功捐献救人63例。

光荣服役22年

余庆艇移交军事博物馆
本报三亚6月16日电（记者武威 通讯员薛

成清 蔡盛秋）今天上午，海军某型导弹护卫艇余
庆艇（舷号752）在三亚某军港举行捐赠移交仪
式。至此，余庆艇正式移交给军事博物馆，将作为
展示海军某型舰艇装备发展历程的“活教材”，延
续辉煌、发挥余热。

这是一次难舍的告别，更是一次精神的洗
礼。“敬礼！”上午9时，随着迎风招展的军旗从余
庆艇上缓缓降下，余庆艇全体官兵整齐列队，满含
热泪向余庆艇行最后一个军礼。

余庆艇是一支传统厚重、业绩显著、满载荣誉
的战斗集体。服役22年以来，曾在海军装备检查
中获得第一名，先后圆满完成中越北部湾联合巡
逻、博鳌安保以及总部、海军、舰队组织的演习演
练等重大任务。

据悉，余庆艇由上海求新造船厂制造，1991
年5月下水，1992年1月被命名为余庆艇，2014
年8月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热！假日海滩戏水消暑
近日，天气持续高温，海口市的海边慢道、公共海滩为市民提

供了最佳的消暑场所。图为人们在西海岸的假日海滩戏水消暑。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通讯员 黄文光 何青松

通过“同步课堂”，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中心小学一年级甲班的58名同学，
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有了“同班同
学”；在省农垦中学的手机校园网上，采
集了学生的宿舍号、床号、课间操的行列
号，如有缺勤或者违规，任课老师、班主
任、学校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提
交，这样学生的这些“底线信息”就会呈
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学生发现后
可以通过当天做公益进行“销分”……

2014年，我省先后获批全国教育装
备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教育信息化试点
省。一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
加强教育装备配备，实现城乡优质教育
资源的共享。

城市农村学校
“同上一堂课”

“今天我们学习20以内的退位减法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一年级（2）

班的讲台上，数学老师陆少娟的课开始
了。20公里之外乡下的海口市美兰区
演丰镇中心小学，一年级甲班的58双小
眼睛，盯着大屏幕上的陆少娟老师，带着
惊奇和喜悦。

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中心小学是一个
“中转站”：通过视频设备，一年级的数学、音
乐两科，先接收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老
师授课，然后中心小学的老师开讲，演海小
学教学点甚至隔海相望的北港小学教学点
的一年级学生，进行“二次接收”听课。

这项称之为“同步课堂”的教学新模
式，我省2014年秋季学期底在海口开始
实施。“通过实施‘同步课堂’，我们农村
小学的学生和城市优质学校的学生可以
一起上课。”演丰镇中心小学校长张余全
认为，学校老师在学习了城市优质的教
学方式后，再通过“同步课堂”视频系统，
给更为偏远的教学点上课。

省电化教育馆馆长牛新文认为，开
展“同步课堂”试点，利用信息化手段探
索“一校带多校、一校带多点”教育教学
形式，构建一个线上线下强弱学校师生
学习共同体。

“信息化课堂”
全省多点开花

放在优酷网站只有几天时间，海口
市金盘实验学校初二（1）班女生谢木芝
制作的5分钟视频短片《成功，很简单》
的点击就达到了上千次。“校园大屏幕上
播放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学生自己做
的，除了励志的主题，还有校园生活、自
然科学等多个主题。”校长王业俊说。

通过开展“电子书包”（注：上课时，
为班级学生人手配备一部平板电脑）的
尝试，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初中部的课
堂大都成了“信息化”。“平板电脑上会呈
现跳动的3D心脏，学生可以在平板电
脑上弹钢琴。”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信息
中心主任曾慧珍老师告诉记者，有了更
多的教学应用软件，就不用担心学生把
平板电脑当玩具了。

“信息化课堂”拓展了我省偏远教学
点老师的视野。文昌市东郊镇中心小学
群合教学点老师黄循军说，教学点数字
教育资源全覆盖之后，他们可以通过网

络平台和其他学校的老师们共同探讨教
学上的热点难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
高教育质量。

省教育厅副厅长孔令德说，通过“电子
书包”等多种信息技术辅助教学，促进教师
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通过

“信息化课堂”，学生正在成为学习的主人，
将学什么和怎么学的权力掌握在个人的手
里，从而实现了学习的“个人定制”。

探索海南
“互联网+教育”模式

海南中学开展“翻转课堂”（注：学生
课前预习，课上师生互动），三亚市参加
了全国20个区域慕课（注：大规模在线
开放课程）联盟活动，我省初步形成了贯
穿学前教育至职业教育的微课联盟，参
加的骨干教师近3000人……

我省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校校通、优
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人人通”建设，
依托基础教育资源库、好研网等，目前已
经建立了约80万个师生个人学习空间，
开通了教师、家长、学生互动交流平台。

在加强教育装备方面，我省推进实施省
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去年投入
1008万多元，在儋州、文昌两市开展试
点，为村小和教学点配置1179台智能语
音教具和1908台教师电脑。今年在全
省普及推广，我省又投入1500万元，为
全省19个市县1948所农村学校配置
7142台智能语音教具。

设备有了，老师的培训和使用要同
步跟上。我省积极开展“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目前全省已经有3万多
名教师注册，积极开展交互式多媒体设
备课堂教学、课件制作、论文评比大赛等
活动，组织相关课题研究。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认为，在“互联
网+”时代，教育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
一节数学课绝不仅仅是数学的内容，通
过信息化的手段，老师可以信手拈来旅
游、历史等诸多知识，从而为学生呈现出
一个立体知识的全景三维图。因此，我
们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实现学习方式便捷化、学习支持个性
化，形成具有海南特色“互联网+教育”
新模式。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