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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郭
萃）8月21日下午，海口市政府组织
召开海口新城吾悦广场南侧第吾大
道脏乱差新闻通报会。海南日报记
者从会上获悉，龙华区相关部门对业
主单位进行立案查处并下发处罚告
知书，处以罚款4.9万元。下一步，海
口市将加大对物业小区的管理力度，
对不落实管理责任和“门前三包”责
任制的物业小区进行严管重罚。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新城吾悦广

场南侧第吾大道市容环境脏乱差，存
在全线禁停的道路两旁停满车、人行
道被各商家占用等现象，海口市相关
部门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现场核实
并进行整改。

据了解，由于第吾大道属于广场
内部道路，新城吾悦广场物业公司没
有履行好日常管理责任，不严格落实

“门前三包”责任制，第吾大道街道内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堆积，路面污染，
电动车、机动车辆乱停放，给市容环

境及周边居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
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队执
法人员对业主单位西藏新城悦物业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进行
现场立案查处并处以4.9万元的罚
款，责令当事人当日整改完毕。目前
各商铺门面三包责任区内卫生已清
理完毕。

据了解，海口市将进行全面检查
摸底，对近期市容环境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

整治，建立长效机制；海口市城管委
将联合市区住建部门，加大对物业小
区的管理力度，对不落实管理责任和

“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物业小区进行
严管重罚；充分发挥12345热线平台
作用，对市民发现的市容环境问题提
供投诉举报渠道；此外，目前该市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专项指挥部已制定
一系列专项考评方案，将对重点区
域、重点问题开展专项考评，以考评
促工作推进。

海口对新城吾悦业主单位处罚4.9万元
将对全市不落实管理责任小区物业严管重罚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记者郭
萃）8 月 21 日早上 6 时 30 分许，海
口雨润特殊儿童培训中心学生小张
不慎走失。老师发现后对外发布信
息向社会各界求助，海口公交集团
立即动员公交司机沿途帮忙找人，
并最终和民警一道将小张安全送回
学校。

据了解，小张今年15岁，患有自
闭症，父母外出工作长期不在身边，
他便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先前，
小张曾因家境贫困一度中断康复学
习，上周重返学校后有些想家，因
此，当发现小张走失后，老师猜测他
可能会在学校附近的海府一横路以
及他家所在的龙舌坡一带出现，并

发动社会各界帮忙一起寻找。
海口公交集团得知消息后，立即

发动一线公交司机留意沿途情况，
全城接力帮忙找人。最后，海口公
交60路线长邱青和司机发现小张在
新埠岛60路公交总站下车并在附近
逗留。在邱青和民警的共同努力
下，小张安全地回到了学校。

据了解，小张从培训中心出来
后，于7时36分在海口市青少年中心
上了一辆60路公交车，8时05分左
右在终点站广物滨海国际酒店下
车。邱青在收到公司转来的寻人启
事信息后，发现照片上的孩子与自己
之前在调度室附近所见的一个孩子
非常相像，于是，邱青在调度室对面

找到小张后便一直保持安全距离尾
随他，同时打电话报警及通知学校老
师，告知情况。

海口雨润特殊儿童培训中心的
唐老师表示，目前孩子很安全，情
绪也很稳定，感谢海口公交集团和
民警，以及所有热心市民帮忙找到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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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高速路上
一货车自燃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王咪）8月 21日0时57
分，在东线高速海口往三亚方向7公
里处，一货车突然起火。接到报警后，
海口市琼山区消防大队立即出动警力
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经过大约22
分钟，货车的明火被成功扑灭。此次
事故无人员伤亡。据了解，该辆货车
满载纸板与生活用品经过这一路段
时，司机忽然看到车头起火，于是立即
将货车停靠在路边并报警。

目前，当事货车已被拖离现场，起
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本报三亚8月21日电（记者易
宗平）8月21日，天色已晚，三亚市崖
州区凤岭村贫困村民张家成才从田
地里回家。连续多天，他都在为扩大
瓜菜种植面积作准备。“新建起的批
发市场很便利，比以前的‘马路市场’
好上百倍，瓜菜销售价格不错，农民
越来越有奔头了！”张家成所说的这
个市场，是三亚市崖州果蔬综合批发
市场，目前一期项目已完工并投入使
用，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

近段时间，海南日报记者在崖州
区水南村高山园看到，在崖州果蔬综
合批发市场一期项目附近，工人们加
紧建设二期项目。

“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项目总
投资2.1亿元，包括交易区、理货区、
生活区、制冷保鲜库等，既便利又能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崖州区农林局
局长谭诗琪说，该批发市场一期项目
于2017年11月建成并投入营运，建
有档口74个；二期项目计划今年10

月底竣工，将新增档口85个。
谈及果蔬批发，在三亚从事冬季

瓜菜经销近20年的林永旺连声说：
“太好了，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让
‘马路市场’变身‘标准市场’，服务周
到、交易便利。”

“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一期项
目运行以来，不但吸引更多实力雄厚
的大型交易商，而且增加三亚及其周
边市县种植户的收入，今年初，在这
个批发市场交易的冬季瓜菜收购价

同比提高了20%。”崖州果蔬综合批
发市场负责人卢日高说，该批发市场
运行以来，完成瓜菜交易量逾10万
吨。同时，该市场在交易旺季为三亚
贫困户提供200个就业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崖州果蔬综合
批发市场一期设立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疫检测站，构建了从源头到交
易、包装、运输等各环节的农产品安
全监测机制，为打造三亚品牌农业提
供强有力的质量支撑。

网上结识“高富帅”
海口空姐被骗19.6万元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宇）家住海口的某航空公司空中乘务员吴小
姐近日被网上认识的高富帅“男友”诈骗了19.6
万元。

吴小姐一个月前在某直播平台结识了一名
男子“周某”。“周某”自称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长，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吴小姐便添加了对方
微信。经过多日聊天，吴小姐感觉和对方很聊
得来，对“周某”渐生好感，两人成了男女朋友。

近日，“周某”给吴小姐发了一个淘宝链接，
称其银行卡和微信被当日转账额度限制，希望
吴小姐帮其充值“红钻YY Live”币，由于吴小
姐对“周某”已经产生信任，便陆续帮对方充值
价值12.6万元的“红钻YY”币。当天下午，对方
以晚上有应酬、需要款待好友等借口，多次向吴
小姐借钱，称过了零点以后就可以还钱，吴小姐
轻信了对方，陆续给对方转款7万元。直至零
点后，对方声称已经把借款转到吴小姐银行卡
内，而吴小姐却一直未收到借款。由于第二天
要出差，吴小姐便暂时把这件事搁置下来。几
天后，出差回家的吴小姐发现钱仍未到账，而此
时对方已经联系不上，她这才意识到被骗，共损
失19.6万元。

海南省反电信诈骗中心负责人表示，这是一
起典型的利用网上交友实施诈骗的案例。骗子
冒充“高富帅”吸引受害人上当，通过建立起感情
取得信任后再实施诈骗。该负责人提醒：网络交
友要谨慎，不要轻信他人，尤其在涉及财务等方
面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三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的投用改善了冬季瓜菜交易环境

“马路市场”变身“标准市场”
三亚一天然气管道
发生泄漏

本报三亚8月21日电（记者徐慧
玲 通讯员王通彬）8月21日上午，三
亚市天涯区新风街一工地天然气管道
泄漏。接到报警后，三亚市消防支队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该市河西、警勤两
个消防中队赶赴现场处置。

经核实，原来是工地挖掘机在施
工作业时不慎把天然气管道挖破，导
致天然气发生泄漏。了解情况后，消防
官兵立即组织人员用两支水枪对泄漏
点进行稀释，同时疏散周围群众，最终
确认无气体泄漏状况后，交由天然气
公司工作人员进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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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衣冠、诵读崖州古诗、朱砂启智、
启蒙描红……8月18日，2018第三届崖
州孔庙开笔礼在崖州学宫举行，来自社
会各界招募的30名学童从写下第一个

“人”字开始，开启识字习礼启蒙教育，接
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

此次开笔礼活动是在三亚市崖州区
政府、区委宣传部和三亚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指导下，由三亚市历史文化学
会主办，崖州区孔子学会、崖州区书法
家协会协办，海南合掌文化科技传媒
有限公司具体承办，活动得到了共青
团崖州区委、三亚市博物馆和许多爱
心企业的支持。

明德尚学 开笔破蒙

立秋刚过，三亚崖州区宁远河畔微风
习习。8月18日上午9时许，宁远河北岸
的崖州孔庙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未进宫
门，已听得书声琅琅，稚嫩清雅的童声吟
诵：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来到孔庙正门前，30位学童身着朱
子深衣，头戴儒巾古帽，在红毯上席地而
坐，面前案几摆放有文房四宝。蓝天白
云下，小朋友们的天真童稚与学宫的庄
严恢弘相映成趣。

上午9点半，开笔礼正式开始。主持
人一声号令，30位学童纷纷起立，开始正
衣冠。正衣冠分为自正衣冠和互正衣冠
两个环节，自正衣冠即是学童自己整理衣
冠，互正衣冠即是邻座学生相互整理衣
冠。看着学童们认真细致、相互礼让的样
子，让人宛若回到了古代的私塾。

正衣冠之后，孩子们诵读经典。在
老师的带领下，学童朗诵了《三字经》和
《崖州古诗》三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
以专……学童们的琅琅书声，回荡在孔
庙内外。

随后，开笔嘉宾用红色的朱砂在学
童的额头正中点上红痣，又称“开天
眼”。红痣的“痣”与智慧的“智”相通，意
为开启智慧，以此寄托美好的愿望，从此
眼明心亮，好读书、读好书、读书好。接

着学童开始描红。孩子们描红笔画简单
而意义深远的大楷“人”字，寓意在人生
的启蒙阶段，学会做人是最为重要的。
担任启蒙描红的嘉宾教导学童们楷体的

“人”字，一撇一捺，相互依靠，方能立稳。
随后，孩子们向孔子塑像、开笔老

师、现场的父母和嘉宾，鞠躬答谢，以示
感恩。从今天开始，老师将引领学生走
过长达几年的学习生涯，所以要“亲其师
信其道”。

最后是击鼓鸣志。鸣志的“鸣”与明
亮的“明”相通，“鸣志”即“明志”，就是表
明自己的志向，意为击鼓的声音越响亮
声音传得越远，说明志向就越远大。左
右两个区域的学童，依从左至右的顺序，
一一走到开笔鼓前，击鼓三声以示学童
从今立志、启蒙。

孔庙学宫 成风化人

崖州孔庙，位于三亚市崖州古城内，
也称“学宫”“文庙”，为古崖州最高学府，
是我国最南端祭祀孔子最著名的纪念性
建筑。近千年来，其一直是崖州文化教
育的重要场所，曾培养了大批才子贤能，
如北宋名士陈中孚、进士陈国华、明代岭
海巨儒钟芳、清代林缵统等。

崖州历代士民依托崖州孔庙，兴学
重教，仁风和畅，善行日兴，贤才辈出。
据资料记载，历代崖州人考中进士者多
达四十多人，考中举人的不计其数，崖州
孔庙陈列的丰富历史人文资料，让人们
看到儒家文化在这里的深厚。

崖州孔庙历经宋、元、明、清4个朝

代10余次迁建重修，每次重修，当时盛
况都有所记载。如明成化年间丘濬记：

“今而释奠之宫，弦诵之所，与中州等。”
“规模宏敞，藻绘绚耀。”清乾隆年间陈腾
泗记：“重屋飞檐，轩庑列戟。泮池星门，
一准中州之制。”无不表明古时候崖州孔
庙规制之高，庙宇之华丽。

2016 年，三亚市历史文化学会在
市、区两级政府部门指导下，召集社会贤
达、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等领域的爱心
人士，联合崖州区孔子学会等其他社会
爱心团体，于当年8月举办首届崖州孔
庙学童开笔礼，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

“在崖州孔庙中参加开笔礼很有仪
式感，这是对孩子开启人生成长新阶段
的见证，也希望她能养成好学求学勤学
的好习惯，成为一名知书达礼的人。”带

着孩子参加开笔礼的黎女士开心地说，
握着女儿的手写下人生的第一个“人”
字，她感到特别高兴。

“在孔庙举行开笔礼活动，不仅仅是
要复古一种传统礼仪，更重要地是让孩
子们感受到文化与传统的一种仪式感，
通过这个仪式感感受到社会对教育、对
文化的尊重。”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认为，
今天这些文化符号的惊鸿一瞥，无疑会
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在
今后成长道路上努力学习，进一步了解
优秀传统文化。

崖州新风 崇文尚教

古时候，“开笔礼”是极为隆重的典
礼，对每个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

和成人礼、婚礼、葬礼一起被称为“人生四
大礼”。开笔礼让孩子在人生启蒙阶段
懂得感恩孝德、重道尊师，同时也让他们
沐浴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恩泽，以此激
励他们知书达礼，明德尚学，立己立人。

“开笔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
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举
行开笔礼，让少儿在入学之处蒙受明德
尚学、尊师重道的品行熏陶，对其未来的
成长、学习将起到内化于心的效果。”参
与筹办此次活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博士王小夏介绍说，尤其是在孔庙举
行开笔礼，让少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洗礼，意义重大。

近年来，崖州区在三亚市委、市政府
的支持下，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目
前崖城中学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造，明年
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崖州区的父老乡
亲面前，此外，明年崖城小学也将进行全
面改造。同时，崖州区在乡村大力兴建
幼儿园，让孩子们不输在起跑线上。”崖
州区委书记林有炽介绍说。

为改善崖州区学前教育现状，2017
年崖州区就决定在凤岭村、抱古村、赤草
村、北岭村及南山村等5个村各建1所农
村幼儿园。这批公立幼儿园建设项目总
建筑面积约8986平方米，计划今年内全
部完工。

此外，为切实提高公办幼儿园办学
水平，崖州区今年将对凤岭、抱古、北岭、
赤草、南山、南滨、梅山、大蛋、保港等9
所幼儿园进行委托管理。崖州区今年还
将投入资金积极发展体育事业，将开建
崖州区的第一个公共足球场，让孩子在
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有一个强健的
体魄。

“开笔礼既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传承，又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举行
开笔礼是希望孩子能养成好学勤学的好
习惯，社会能形成崇文尚教的良好风气。”
林有炽表示，崖州孔庙开笔礼活动已经成
功举办三届，在崖州的影响越来越大，崖
州区将以次活动为契机，将孔庙开笔礼打
造成一张靓丽的崖州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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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崖州区举行2018第三届孔庙开笔礼

文明耀宁远 书礼润崖州

◀ 2018第三届崖州孔庙开笔礼现场。

▲ 开笔礼现场，专心听讲的学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