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六一”儿童节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5月 30日下午，在海口市灵山
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刚从河南领回
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奖状的王小虎
正在奋笔疾书。再过20多天，他就
要迎来中考。虽然学习时间已经很
紧张，但王小虎仍然每天背着或推
着同桌冯贻崇上学、放学，往返于教
室、宿舍、食堂之间。

“我承诺过他，只要还在一起上
学，我就背他到底。”为了履行这句承
诺，王小虎已经风雨无阻坚持了4
年，用一个人的双腿走出两个人的上
学路。

冯贻崇患有小儿麻痹症，8岁开
始腿不太灵便，后来连走路都成了问
题。2014年，王小虎从其他学校转入
灵山镇中心小学，因为住校，和冯贻崇
成了室友。“当时就看到冯贻崇走路时
颤颤巍巍，有时还会摔倒，所以我就开
始搀扶他。”王小虎说，得知冯贻崇特

别渴望去室外活动，空余时间，他就经
常扶着冯贻崇去操场上散步。

幸运的是，两人又同时考入海
口市灵山中学，并成为同班同学。
随着冯贻崇病情逐渐加重，王小虎
主动向班主任李治甘提出要背冯贻
崇上学、放学。随后，班主任安排他
俩成为同桌。

冯贻崇比王小虎高出半个头。
每次背冯贻崇，王小虎都是先半蹲
下，让冯贻崇慢慢爬上背，然后双手
拖住冯贻崇的腿，站起来往前小跑。
寝室和教学楼之间有近400米的距
离，跑到教学楼一楼，王小虎擦擦汗，
稍作休息，又接着把冯贻崇背上楼。

为何要跑着前进？王小虎说，一
路上用手拖着冯贻崇的腿，时间长了
手会酸。跑步可以减少中途停下来
休息的次数，节约时间。冯贻崇说，
是小虎让他找回了“奔跑”的感觉。

2015年下半年，冯贻崇家人带
着他去广东检查。医生说冯贻崇的
病无法治愈，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
重。冯贻崇一度非常沮丧，并且萌生
了辍学的念头。“要是不读书，将来能

干嘛？你放心，我会一直背着你上
学。”王小虎承诺说。

2016年，王小虎不住校了，但他
依然每天坚持背冯贻崇上学。也因
此，他每天都要早到校，晚回家。上
午7点10分上课，王小虎6点30分
就来到寝室背冯贻崇；中午11点下
课，他要等到11点10分大家走光了
再背着冯贻崇回寝室。每天傍晚，王
小虎还要将冯贻崇送回寝室，然后再
去匆匆打两个人的饭。

“小虎能够坚持4年，这背后离
不开他父母的支持。”李治甘告诉记
者，最初，王小虎并没有把背同学的
事情告诉家人。直到一个周五的傍
晚，王小虎的父亲来接他放学回家，
看到了王小虎背同学的一幕，才明白
了为何每天放学后儿子总是“磨蹭”
到很晚才回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王小虎的父亲还嘱咐他，既然答应帮
忙，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2016年4月，经媒体报道后，王
小虎背同学上学的事迹受到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
心为冯贻崇赠送了轮椅，并协助学校

对校园道路进行了无障碍改造。“现
在我只用上下楼梯的时候背着他，平
地上推轮椅就行，比以前轻松多了。”
王小虎笑着对记者说。

受到王小虎的影响，在灵山中
学，接送冯贻崇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
多，从1个变为2个、3个、4个……

“最近有北京的医院联系到我，说等

中考完可以给我治疗。这段得病的
经历也让我深深感受到周围同学和
老师的温暖。”冯贻崇说。

离中考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王
小虎和冯贻崇都说，想一起努力考上
灵山中学高中部，将来还要一起上大
学，将这份友谊持续下去。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新时代的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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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一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通过评审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孙慧）记者今天
从省林业厅获悉，五指山国家森林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五指山生态站）近日通过
专家组评审，该项目将在五指山自然保护区设立
生态站点，对五指山热带森林植被、气候、土壤等
开展观测记录和保护研究。

据悉，五指山生态站将开展数据积累、监测
评估、科学研究和示范服务，为保护热带雨林生
物多样性及海南自贸区（港）生态环境、推动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三亚“湾长制”工作方案
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三亚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三亚市“湾长制”工
作方案》日前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方案明确，到
2022年三亚将建立“湾长制”工作机制，构建责任
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海湾管理
新模式。

据了解，开展“湾长制”工作是落实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今年初，三亚委托国家海
洋环境监测中心编制《三亚市“湾长制”工作方
案》，按照《国家海洋局关于开展“湾长制”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海南省关于开展“湾长制”试点工
作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推进三亚市“湾长制”工
作，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三亚“湾长制”
制度。

《三亚市“湾长制”工作方案》明确：2018年-
2022年，在三亚全市建立“湾长制”工作机制，为
维护海湾环境质量、实现海湾功能永续利用提供
制度保障。通过严格实施“湾长制”，打造“青山更
绿、海水更蓝、沙滩更美、空气更清新”的世界级滨
海旅游城市。

海口旅职校开设
我省首个中职马术专业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旅游职业学校获悉，经省教育厅批准，
该校将于今年9月与海南长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开设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马术方向）
（以下简称马术专业）订单班，该专业将在全省范
围内招收50名初、高中毕业生。

海口旅职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专业课程包
括马术市场营销、马术俱乐部管理、马场安全与
骑乘安全知识等，专业培养方向包括马术教练、
骑手、驯马师、马术俱乐部管理人员和赛马管理
人员等。该马术专业也成为我省首个中职马术
专业。

据了解，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该课
程。男生要求身高1.7米以上，女生身高1.6米以
上。该专业学生除了享受与其他中职生一样的优
惠政策外，还能得到海南长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的2000元/年的助学金。该专业将由海南长
驰控股集团派出专业领域的相关老师进行授课，
学生第三、第四学期将到文昌罗豆赛马场等地进
行实操训练。

省检一分院开展
“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马佳佳）日前，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在海南
省技师学院开展“法治进校园”巡讲暨“检察开
放日”活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预
防校园涉毒违法犯罪行为。部分省人大代表、省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省技师学院师生代表参
加活动。

活动中,结合学生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省
检一分院未检处检察官开展了“珍惜生命，不负
时光”的禁毒主题宣讲，以互动问答、身边案例
剖析、播放视频短片等方式，从认识毒品入手，
用大量的典型案例，阐述了毒品对吸毒者、家庭
以及社会的严重危害，让学生了解在社会交往、
心理健康以及安全防范毒品方面应该注意的问
题，教育学生主动防毒、拒毒，提高自我保护能
力。此外，活动还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学
生进行心理辅导。

三亚立新村小学生
进警营参观舰艇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 邱盛掌 杨舟玥）今天下
午，三亚市天涯区立新村的34名小
学生在海南海警二支队的警营里，
提前过了个新奇的“六一”儿童节。

当天下午，海南海警二支队举
办“开放日”活动，邀请定点帮扶村
立新村的34名小学生来到警营里
参观。在海警官兵的引导下，孩子
们登上舰艇参观驾驶台、甲板、文化
通道等场所。孩子们还来到该支队
的队史馆，了解海警的职责与使命。

“这是一次爱国教育，同时也加
深了海警官兵与立新村村民之间的
友谊，为今后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
了良好的情感基础。”该支队有关负
责人表示。

据悉，立新村现有贫困人口115
户500余人，约占全村人口的四分之
一。2017年，立新村被确定为该支
队的定点帮扶村。海警官兵通过赠
送农资、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等方
式，助力立新村打赢扶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郭志东）5月30日，

“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琼台师范
学院扶贫工作组赴定安县龙河镇水
竹村看望慰问儿童并开展扶贫调研
工作。工作组向小朋友们赠送了学
习用品，向水竹村小学赠送教学器
材，同行的青年志愿者还跟小朋友
们一同游戏，提前度过一个快乐的

“六一”儿童节。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夯实村民

脱贫致富的基础，该校在水竹村开
展“扶贫先扶智”系列活动，组织志
愿者深入水竹村小学进行“手拉手”
辅导活动，捐赠农技图书并帮助该
村建设图书阅览室，还邀请省内外
省级优秀教师、骨干教师，采用“授
课+评课+讲座”的方式，分科目对
龙河中心小学进行定点送教，提高
龙河中心小学语文、数学、音乐和体
育等科目的教学能力。

海口美兰区
慰问环卫工人子女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梁崇平 通讯员符
秀伟）今天上午，共青团海口市美兰
区委联合海口海事局、美兰区环卫
局等单位在海口大英山东二路开展

“我的爸爸妈妈是城市英雄”“六一”
儿童节关爱环卫工人子女慰问活
动，为美兰区1000多名环卫工人及
其子女发放了1300多份“六一”儿
童节礼物及饮料。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打扮成
白雪公主和王子的工作人员为前来
领取礼物的环卫工人和小朋友们送
上饮料和节日礼物。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向环卫
工人子女送上节日的祝福，感谢环
卫工人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作出的贡献。

琼台师范学院开展
“六一”慰问活动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孙相涛）“六一”儿童节临
近，亲子游市场逐渐升温，2天至3天
的周末游成为市民带孩子欢度“六一”
的热门方式。与此同时，暑期即将来
临，亲子游旅游产品受到家长的关
注。为此，我省各旅行社于近期针对
亲子游需求推出了丰富的旅游产品。

“六一”儿童节碰上周末，海南周

边游亲子主题活动最受欢迎。冯塘绿
园特别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
游戏场地及果园采摘、露天电影、游园
会等亲子活动。天气炎热，水果飘香，
海口周边荔枝采摘游和海口狂野水世
界乐园也受到亲子游客的青睐。

“六一”结束后，暑期也即将到
来，海口各旅行社针对亲子游需求推
出国内、境外不同旅游线路产品。上

海迪士尼乐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等主题景区
受到亲子游客的喜爱。“为迎接暑期
亲子游市场，我们特别调整北京、重
庆、贵州、桂林等地的原有旅游产品，
在行程安排上更加个性化，互动性
强，给亲子家庭游客更好的体验。”海
南优航国旅运营总监张伟说。

在出境游方面，考虑到孩子的身

体能力、出游时间等因素，东南亚短
线游更受亲子游客的喜爱。海南泰
荣之旅负责人刘德天表示，依托海口
直飞新加坡航线，近期海口多家旅行
社推出了“新加坡豪华亲子游”。“近
期开通的海口直飞马尼拉、7月即将
开通的海口飞芽庄（越南）等航线，飞
行距离短、性价比高，将为菲律宾、越
南带去更多亲子游客。”刘德天说。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

据了解，目前我省机动车保有量
218万辆、电动自行车有约 200万
辆。随着车辆的增多，交通事故对儿
童生命安全的威胁不容小觑。据统
计，2015年至2017年，我省涉及14
岁以下儿童的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
170名儿童死亡，877名儿童受伤。

触目惊心的伤亡案例

2017年12月16日14时，37岁
的符某驾驶一辆重型货车行驶至海
口新埠大道与周某（16岁、女）驾驶

的电动车相撞，周某当场死亡。乘坐
电动车的9岁的吴某、10岁的王某
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2017年7月7日16时许，31岁
的陈某驾驶一辆重型货车行驶至海
口市龙华区丘海大道盛富林木业门
口路段与29岁的李某驾驶的摩托车
相撞。李某轻伤，乘坐电动车的3岁
的男童李某某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据省交警介绍，以上两起事故，
当事人均有交通违法行为,如无证驾
驶、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车辆、
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及不带
头盔等。

儿童比成人更易受到伤害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儿童

比成人更易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因
为，儿童的身材都比较矮小，他们的视
线大多不能越过小轿车、长凳或灌木，
在出行的过程中容易有“盲区”，也因为
个头小，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也很难被司
机观察到。儿童在6岁至8岁这个年龄
段，安全意识尚不够强，经常不能感知
危险情况。另外，儿童很容易分心，只
会本能地把思想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
事情上。这些，都使他们成为比较容易
受到交通事故伤害的人群。

“护卫天使”在行动

据介绍，为保障青少年儿童交通
安全，今年以来，海南交警部门持续
开展“护卫天使行动”，全力保障学生
上学、放学交通安全，严防发生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
对校车实行“户籍化”管理——

交警部门组织力量对辖区所有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进行全面调查，各地交
警在当地幼儿园、学校门口设置接送
学生车辆停车区域，切实解决车辆乱
停乱放、交通秩序混乱等问题。

设置“护学岗”——交警部门在
交通流量较大、接送学生车辆较多、
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的中小学校、幼儿
园门前，设立交警“护学岗”，并安排
民警和交通协管员开展护学活动。

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
——交警部门协同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在中小学校开展主题班会、交通
安全体验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学生知
危险、会避险。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

“六一”临近，亲子游市场升温

我省旅行社推出丰富旅游产品

我省交警部门开展“护卫天使行动”

全方位保障学生交通安全
社会聚焦

5月29日，“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海口市永兴中心小学组织1000多名学生来到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参观，让学生们近距离学习了解农业科学知识，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参观农业公园
学习农科知识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公布

海南总指数排名第三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陈雪怡 特约记

者邓韶勇）今天，由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编制的
《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MAI）研究报告
（2017）》（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
显示，2017年我国各省（区、市）海洋意识发展指
数平均得分为63.71，相较2016年（60.02）有明显
提升，近80%的省份达到“及格线”。其中，海南
总指数排名第三位，得分为71.03，相较2016年排
名上升1位，三级指标“非物质消费”“生态破坏与
保护”排名第一位。

《报告》在2016年研究基础上，优化了国民
海洋意识评价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结合互联
网大数据和线下调查数据对我国31个省（区、
市）的海洋意识发展情况进行了跟踪评估。《报
告》指出，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民众的生态保护和非物
质消费意识较高。

5月30日，王小虎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冯贻崇从教学楼去学生宿舍。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