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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来临，许多应届毕业生都忙
着投简历、跑招聘会，希望寻找到一份
合适的工作。然而在省文化艺术学校，
这种就业前的紧张气氛却并不那么明
显。“我们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已经有用
人单位来预定了。”校长陈军告诉记者，
近年来，省艺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保持
在90%以上，热门专业如室内装潢设
计、琼剧专业、形象设计等毕业生更是
供不应求，十分抢手。

该校分管就业的副校长汪红表示，
多年来，省艺校一直分两个培养方向解决
毕业生就业，一部分毕业生参加艺术类高
考继续深造；另一部分毕业生直接就业，
把教学和用人单位需求相结合，边教学边
实践，培养实用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市场
上逐渐建立起了口碑，赢得了信赖。

室内设计毕业生供不应求

在海口市和平北路省艺校老校区
内，一栋老的教学楼内进驻了10多家
设计公司，有绘画、室内设计、手工艺制
作、广告摄影等创意工作室，这里是省
艺校美术设计专业的实训基地，学生们
边学习，边在这些工作室里实训，及时
掌握市场需求。陈军告诉记者，这些工
作室的老板都是从省艺校毕业的，学校
免费为他们提供场地，他们也免费为我
校学生提供实习，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及

设计项目，来带动和激励在校生好好学
习专业技能。

据介绍，省艺校美术教研室创办于
1990年，25年来始终潜心室内设计、广
告设计、美术高考三个专业方向。教研
室拥有毕业于清华美院、中国美院、广
州美院及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顶尖艺
术院校的老师，为海南培养出一大批优
秀学生。教研室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美术高考专业多名学生考取中国美术
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
知名高校，升学率达到86%；室内和广
告设计专业主要面向社会输送实用型
的设计人才，就业率达98%；毕业生分
布于全国各地。

2004年毕业于省艺校平面设计班
的王国鉴如今创办了大岛视觉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业务包括海航集团、海航
地产、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机场项
目。他告诉记者，省艺校的毕业生在海
南设计界有着很好的口碑和声誉，不少
人都选择了自主创业，而且成绩突出，
这和省艺校一贯坚持的规范、先进、科
学的教学理念和强大的师资阵容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年我们的毕业生已经被抢完
了。”陈军说。现在国家提倡“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省艺校将会继续调整教
学内容和方式，为学生的自主创业提供
更多更好的条件和服务。

重品质培养琼剧高端人才

在桂林洋新校区，省艺校琼剧专业
的老师及毕业生正忙着排练琼剧大戏
《青梅与王子》。“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传
统。”陈军说，琼剧教研室现开设琼剧表
演、民族器乐等专业，作为全省唯一培
养琼剧人才的学校，省艺校琼剧专业的
毕业生同样很抢手。“在保证就业的同
时，我们会更注重用人单位的品质，希
望他们能给我们的学员提供展示的机
会和舞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琼剧艺
术。”陈军告诉记者。

为了培养琼剧艺术的高端人才，省
艺校设置了琼剧语音、琼剧板腔、唱念、
琼剧声训等专业课程。从发音、吐字、
板腔把握等最根本处解决学生的琼剧
唱腔（学旧如旧），更大胆的尝试与现代
科学的发声方法相结合。今年，该校与
海南师范大学合办“3+4”（即三年中
专、四年本科）琼剧表演和民乐专业本
科班，琼剧专业将首次拥有自己培养的
大学生。2011年，省艺校挂牌成为全
省首个“海南省琼剧艺术教育示范基
地”，2012年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
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
业点”。以校企合作的方式创办了海南
省文化艺术学校实验琼剧团，将课堂教
学与表演实践相结合。

双管齐下促音乐舞蹈升级

除了琼剧和美术两大特色专业外，
舞蹈专业和音乐专业也是省艺校的传统
专业。“省内多所大专院校都开设了这样
的专业，我们面临很大的竞争。”陈军坦率
地告诉记者，省艺校的歌舞专业目前主要
是两大方向，一是打基础，为艺术类高校
输送人才，另一个则是为基层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旅游演艺场所培养文艺骨干。

近年来，省艺校已经有百余名歌舞
专业学生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星海音乐
学院等国内知名艺术院校以及北京师范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综合类高校，在全
省中等职业学校中名列高考率和录取率
首位。“尤其是我们的舞蹈专业，有多名学
生被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录取。”
陈军说，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舞蹈专业
已成为省艺校的又一优势专业。据介绍，
目前省歌舞团中的大多数主要演员都是
省艺校的毕业生，该校学员还先后参加了
黎族歌舞《达达瑟》、大型黎族舞剧《黄道
婆》、人偶剧《鹿回头》等精品剧目的演出。
大型舞剧《秋菊传奇》目前正由该校师生独
立创作排演准备在七月中旬在省歌舞剧院
公演。一些大型国企和事业单位也慕名前
来要人，许多人已经成为单位的文艺骨干
和专业人才。 本报记者 郭景水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省艺校：特色化教学成就高就业率

本报海口6月 25日讯（记者李关
平）单手打电话驾车、超载三人，随意闯
入机动车道……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海
口市白驹大道电动车乱象多，严重影响
道路交通秩序，沿路险象环生，沿线居民
及司机朋友反映颇多。

白驹大道是海口市城区连接海文高
速路的重要交通主干道。今天下午5时
许，白驹大道车来车往、车流量大，但是
丝毫不影响一些电动车“毫无拘束”地行
驶。在东边村附近路段，一辆电动车超
载三人，其中还有儿童，摇摇晃晃行驶在
道路上，时而走非机动车道，时而闯入机
动车道；在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附近，
一名男子一边打电话还翘着二郎腿驾驶
电动车；更有甚者，有三辆电动车并列走
在路上，其中一辆已经占用了机动车道，
三人有说有笑，如入无人之境。

白驹大道沿线村寨多，为了方便居民
过马路，交警部门在不少路口处均设置了

斑马线，方便居民过马路。但是，不少电
动车主并不“买账”，往往贪图方便，随意
横穿马路过街，非常危险，一些道路中央
的绿化带因为车主的野蛮过街已经损坏。

记者从海口市交警部门获悉，去年
交警部门就将白驹大道列为8条事故黑
点路段之一，即这条道路路况复杂、事故
多。今年5月15日，白驹大道上一名男
子驾驶电动车与一辆海汽快车相撞，电
动车上男子当场死亡。

白驹大道不仅电动车多乱窜，农用
车、三轮车也非常多，而且速度快。记者
在陈村、道孟村附近路段，均看到农用
车、三轮车飞速行驶，而且车上还非法乘
坐不少人。

记者沿途采访村民及沿线司机，他
们呼吁在白驹大道增设机非隔离护栏，
进一步规范道路，引导机动和非机动车
各行其道。同时，也呼吁交警部门增派
警力加强管理、维护道路秩序。

电动车、农用车、三轮车在主干道超载超速乱窜逆行

海口白驹大道天天上演“生死时速”

本报讯（记者缪影影）省农科院科
技服务处近日组织蔬菜所、粮作所、植
保所、果树所专家奔赴我省西南部、南
部、东部各市县进行调研，针对当地农
业受灾状况和灾后恢复生产的农业科
技需求予以指导和帮助。

近来，我省西部各市县出现不同程
度干旱，农业生产损失巨大。22日，受
台风“鲸鱼”影响，部分地区干旱得以缓
解，但旱后强降雨又使得蔬菜种植受损
严重。

“5月份以来，旱区水稻受灾严重，
香蕉、甘蔗、木瓜等农业经济作物也不
同程度受灾。”昌江县农技中心郭宗校

介绍，自去年12月份起，昌江几乎没有
有效降雨，个别田块已经呈现龟裂状，
乌烈镇等地的部分水稻甚至出现绝收
现象，预计水稻减产可达50%左右。

省农科院科技服务处副处长冯学杰
告诉记者，从调研情况看，儋州受干旱影
响小，临高部分地区轻度干旱，而昌江、
乐东、三亚等地旱情较为严重，而台风

“鲸鱼”的到来，缓解了部分地区的旱情，
利于部分地区水稻的种植，但集中强降
雨又给瓜菜种植带来严重的损失。

针对这些地区的旱后强降雨的状
况，蔬菜所研究员王敏介绍，干旱带来
的缺水、气温过高等问题，会影响作物

的整个生长环境，进而造成作物减产甚
至绝收。

对此，他建议农民选择排灌状况好
的地块，旱时可通过抽水等方式保证水
源，集中降雨时又可及时排水。在蔬菜
种植时选择耐热品种种植，如菜心、白
菜（忠民五号）、小白菜（黑金刚）等。同
时，使用节水防晒设施，使用防晒网、喷
滴灌设备，尤其是棚内的倒挂喷灌，撒
水均匀，又有节水降温的效果。对于旱
后强降雨，他建议农民搭建小拱棚，并
将薄膜压严压实，雨后及时排水，可减
轻损失。

“长期干旱后又有集中降水，容易

滋生病虫害。”植保所助理研究员梁延
坡告诉记者，农民下一轮蔬菜种植前，
可对土地进行翻耕、日晒，借助阳光消
毒，同时施撒辛硫磷、阿维霉素等颗粒
剂或生石灰杀菌，然后选择无病毒苗进
行种植，加强日常管理。“建议灾后农民
种植空心菜、生菜等生育期短的菜种，
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梁延坡说。

他建议，农民种植耐旱品种或种植
山兰稻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也可采取
覆膜直播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节水
70%—80%，虽然在海南尚未推行，但
目前在湖北、河北等地推广已取得良好
成效。”

➡连接海文高速的白驹大道电动车违章上路。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省农科院专家会诊各市县旱情
针对旱后强降雨研究农业减损方案

海口公安局长
为符春桃“点赞”

号召在公安内部形成为
民办实事、办好事的风尚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黄培岳 张振汉 通讯员
陈烽）6月25日媒体关注了海口市公
安局琼山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符春桃
18年前默默资助女孩9年一事，对
此，海口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顺勇
批示，将通报表扬符春桃，号召海口
公安民警学习她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的精神。

据了解，符春桃是海口琼山分
局刑警大队一名民警。18 年前，
符春桃担任琼山红旗派出所内勤，
在走村窜巷过程中，听说女孩王燕
青母亲患上了癌症，花光了家中积
蓄。王燕青因家中无法再承担学
费，准备上二年级就要辍学了，那
一年，王燕青才 10 岁。当时月工
资仅千元的符春桃决定，要资助这
个女孩到初中毕业，这一资助就是
9年。

如今，女孩王燕青已结婚生子，
生活幸福，却一直无法忘记这份恩
情。几经周转，找到了符春桃，符春
桃说：“民警资助学生是很正常的，而
且过去那么多年了，不想提了，她过
得好就好。”

符春桃的善举是对“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的完美诠释，是和
谐警民关系的真情披露，放大了爱
民为民的理念，传播了海口警队正
能量。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
反响，海口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顺
勇批示，将通报表扬符春桃，号召在
公安内部形成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
风尚。

文昌破获一起
故意伤害致死案

本报文城6月25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陈
飞）近日，文城“6·9”故意伤害致死案犯罪嫌疑人
侯某某（男，1990年12月6日出生，云南省德宏州
人）主动投案，文昌市公安局正式破获此案。

6月9日19时30分，文城镇发生一起故意伤
害案件，致一人死亡。接到消息后，该市公安局立
即启动命案侦破预案，组织刑侦大队迅速成立

“6·9”命案专案组开展侦查。
为尽快侦破案件，文昌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立

即指令案发地的文城及周边城南、城北、清澜、迈
号、南阳、头苑等派出所设卡堵截，刑侦大队组织
警力沿案发地周边的公路、主要出入口及嫌犯租
住地周围的山丛、工棚等地点进行搜捕，围追堵
截，并请求省厅刑警总队发布协查通报，抓捕犯罪
嫌疑人。同时，专案组民警通过在同一工地打工
的民工，联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动员其家属规
劝侯某某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通过一系列
的侦查工作，犯罪嫌疑人侯某某于6月10日凌晨
5时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投案自首。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侯某某对其涉嫌故意伤
害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之中。

150个车牌靓号
今天公开竞优发放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从海南省
优选九二式小汽车号牌号码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我省2015年第 5期
小汽车号牌优选号码将公开竞优发
放，26日上午8时30分起在海口泰
华酒店接受现场报名，9时 30分起
竞价。

据悉，此次有琼 A8888W、琼
AEL999、琼ACJ777、琼B7777Q、琼
BEE888、琼EA8266、琼E7777P、琼
CA8766、琼 D7777M、琼 DDM666
等150个汽车号牌竞优发放，具体号
牌号码及相关要求请登陆海南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网（http：//hainanjj.
gov.cn）查询。

竞优者以报名的身份证明按
属地车管所管辖原则，只能竞优属
地车管所管理的小汽车号牌，不得
优选其他车管所管理的小汽车号
牌，否则优选无效，所交成交款不
予退还。但琼 E 小汽车号牌不受
属地限制。对琼C其他号牌，辖区
各市县可互竞优选。对琼 D 字头
小汽车号牌，琼南辖区各市县可互
竞优选。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竞优机动车
号牌仅限于九二式未编发的小型汽
车号牌，参选对象限于个人、民营企
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并只限于发放未
注册登记、转移或变更登记转入的9
座（含）以下和车长小于6米的小型载
客汽车，已注册登记有号牌的不得参
与竞优。

行李丢了3天
还能找回来
失主王先生致电感谢三亚有关部门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员
陈吉楚）两次报案、多次寻找未果，原以为丢失3
天的行李箱彻底失踪，但没想到，经三亚多部门积
极寻找，箱子失而复得。昨天，失主王先生致电三
亚政府热线中心表示感谢。

6月21日刚从外地旅游回来的市民王先生
及家人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乘坐出租车回到家
中。“由于当时孩子晕车呕吐，我们的注意力转移
到孩子身上，下车时不慎将一个蓝色的行李箱遗
落在后备箱内。”王先生说。

“行李箱里都是一些衣物，并不贵重。三亚有
关部门积极寻找的态度，体现了三亚的城市文明，
我将写感谢信感谢这些部门。”王先生说。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郭景
水）“我选择写的是材料作文，立意是行
善和感恩。”今天上午，走出湖南师大附
中海口中学考点，海口考生吴同学告诉
记者，面对这样的作文立意，感觉和自
己的生活非常贴近，有东西可写。

今天是我省中考第一天，今年中
考作文满分50分，占语文满分120分
将近一半。考生在两个作文题目中选
择一个进行写作，其中一个题目是提
供了一个材料，根据材料写作。另一
个是扩写。

材料作文的大意为：在英国的苏格
兰，有一位贫苦农夫一次在田里耕作
时，救了一个掉进了粪池的男孩。为了
表达感谢，被救男孩的父亲把农夫的孩
子送到学校读书。农夫的孩子就是英
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教
授，他发明了青霉素。那个被农夫救起
的孩子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

“这篇材料作文的审题难度不大。”
省农垦中学初三年级主任、语文老师李
毓伟认为，考生从行善和感恩的角度都
可以入手进行写作，这两个主题是近年
来我们大力倡导的，中央电视台、地方
卫视的频道经常播放类似主题的公益
广告，考生不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李毓伟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就有“友善”的提法，这篇材料作文的
立意正合于此，可以说命题者正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材料作文，引导考生在“行
善和感恩”上做文章。当然，他认为“互
助”、“爱心”这样的立意也是符合材料。

对于另外一篇扩写作文，李毓伟认
为，扩写作文主要考察学生的想象力，
以及语言驾驭能力。“根据作文题目提
供的内容，然后开展合理的想象，并且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记者今天从省中招办了解到，中考
首日考试秩序总体平稳。

我省中考作文题

关注“行善”和“感恩”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空军招
飞局发布消息，凡高考成绩在本省一本
线30分以上、不近视的应届和往届高
中毕业男生，未经初选、复选均可直接
上站参加招飞定选检测。

据介绍，我省考生可登陆空军招
飞网（http：//kjzfw.net/）报名，报名
截止时间为6月27日18：00前，报名
成功考生须携带身份证、高考准考证
及必需生活用品，于6月28日15：00
到设在武汉市的空军招飞定选检测站
报到，报到具体地址为：湖北省武汉
市洪山区虎泉街伏泉路87号天天玖
玖酒店（靠近华师东门，地铁 2号线
虎泉站）。

据了解，定选检测是空军招飞的最
后一个选拔阶段，主要内容有体格
检查、心理选拔等项目，全部检测合
格约需2天左右时间。其中，体格检

查主要包括眼科、外科、内科、耳鼻
喉科、神经科、生理试验科等 6大科
室共 20个项目，心理选拔主要有室
外活动观察与专家面试。空军将
对定选检测合格学生依照高考成
绩与心理选拔专业成绩进行综合
择优录取。

根据空军统一安排，武汉定选检测
站从 6月 22 日开始，至 6月 30 日结
束。定选检测免费，学生食宿由空军安
排，不收取任何费用，参检学生往返路
费由空军按标准报销。

7月3日，空军将在北京召开录取
会，确定2015年度空军招飞录取学生
名单。7月10日左右，发放飞行学员
录取通知书。8月初，飞行学员入学报
到后，如文化成绩达到要求，将有机会
录取空军航空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培养的“双
学籍”飞行学员。

空军开辟招飞“绿色通道”
超出一本线30分以上的考生直接参加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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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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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无证电焊店老板
作业时触电身亡
供电局赔偿40多万元

本报屯城6月25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欧雪香）记者从屯昌县人民法院获悉，近日屯昌法
院强制执行一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划扣被
执行人某供电局名下的银行存款人民币40.1万
元，用于支付7位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及执行费
等，有效地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据悉，2014年5月27日，邱某找到某电焊店
的老板林某，约定由林某帮其定作二楼防盗网并
安装。林某在工作过程中，不幸触碰到广告牌支
架附近的电力设施而触电身亡。

由于该段线路产权属于某供电局，其对此事
故线路负有管理、维护的职责，由于其疏于管理，
未及时发现该线路电压均超过国家标准安全电压
的范围，存在安全隐患，应承担赔偿责任。

林某承接邱某家防盗网的电焊安装工作，拆
除广告牌是安装工作的前提，且独自负责完成，其
与定作人邱某之间成立承揽关系。

对于承揽人林某而言，首先，其营业执照已失
效，属于无证经营；其次，林某的家属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其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或者其他相
关资质证明，故其属无资格上岗；再次，林某作为
独立完成工作的承揽人，在高处拆除广告牌铁支
架时，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性措施，不注意观察、排
除电线电路是否存在漏电情况就盲目作业，违反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关于架空绝缘导线不应视为
绝缘设备，不应直接接触或接近的规定，碰触电
线，从而引发触电，自身存有一定的过错，对此应
当自负相应的责任。

对于定作人邱某而言，首先，其联系林某定作
防盗网电焊服务时，未对林某是否有营业执照、是
否具备相关资质进行询问审查，其对定作人的选
任上也存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法院根据各方过错，确定某供电局的责
任比例为65％，林某30％，邱某5％。

台风天飞机起降
多了保障
凤凰机场实现跑道双侧盲降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员
赵程远）今天上午10时36分，首架使用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26号跑道盲降飞行程序的华夏航空
G52729航班平稳落地，标志着该机场结束了只
有单侧跑道盲降的历史。此举有助于减少航班延
误，机场航班保障能力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自1994年通航以来，凤凰机场仅有08号跑
道单侧盲降系统，航班在使用26号跑道运行时只
能实施非精密进近，极大影响了该机场的保障能
力及运行效率。特别是在台风等恶劣天气下，天
气条件不能达到非精密近进程序运行要求，极易
造成航班大面积延误。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南空管局、三亚空管站和
凤凰机场早在2009年就已启动凤凰机场26号跑
道盲降系统建设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三亚
高度重视，机场与空管部门通力合作，克服重重困
难，圆满完成项目所需的土地使用、建设用地土方
回填、配套灯光系统改造、盲降系统设备安装调
试、飞行程序设计及验证试飞等系列工作。经过
数年的努力，26号跑道盲降系统今天终于正式
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