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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生溺水事件和伤亡人数双下降
溺水事件同比下降56%，溺亡人数同比下降36.8%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彭时
君）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教育厅获
悉，我省今年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工
作部署严密，学生溺水事件和伤亡人
数实现双下降。整个暑期，我省共发
生中小学生溺水事件7起，与2017年
同期相比减少9起，下降56%；共12
名学生溺亡，与2017年同期相比减少
7人，下降36.8%。

据了解，暑期前夕，省教育厅就根
据省政府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暑期防溺

水和交通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制定并
下发《海南省教育厅关于防范中小学生
暑假期间溺水与加强交通安全工作的
紧急通知》，提出了召开防范中小学生
溺水事故联动工作机制联席会议、上好
暑期放假前最后一课、召开家长会、发
布安全提示短信、建立家校微信群等多
项具体举措。

除了提供政策指导，省教育厅还
牵头联合水务、宣传等17家防溺水事
故联动机制成员单位，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扎实开展宣传教育、风险防

控和督察指导，增强防溺水工作合力
和工作实效。

在宣传教育方面，省教育厅在门
户网站开辟了“暑期学生安全教育”专
栏，并与海南日报、南海网、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以及三大电信运
营商密切配合，播放安全宣传教育片、
发送安全提示。线下，省教育厅指导
各市县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发放防溺
水宣传手册、设置乡镇防溺水流动宣
传车、与家长签订防溺水和交通事故
承诺书、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

式使防溺水工作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
关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为确保防溺水工作取得实效，省
教育厅还指导各市县设立水库巡查人
员，加强风险防控，并根据省政府教育
督导室制定的《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暑
假期间防溺水与加强交通安全工作专
项督导方案》，将防溺水工作列为日常
督察指导的重要内容，处处讲、时时
讲，提高了各市县和学校对防溺水工
作的重视。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与

2017年相比，我省今年暑期中小学
生防溺水工作虽成效明显，但在假
期最后两周出现了溺水事件反弹的
情况。下一步，省教育厅将细致总
结今年暑期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中
的有效做法和措施，深入分析中小
学生溺水事故的发生和变动原因，
并继续做好防溺水工作的常规宣传
教育，提高学校防溺水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确保该项工作实现制度
化、常态化，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生
的生命安全。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王淼）双人境外旅游、五星级酒
店房券、千元体检卡、免费电影票、粮油
券、肩颈按摩仪……10月14日，2018
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以
下简称海购节）“海购lucky王”活动将
进行抽奖，抽出的一名幸运儿，将获得
200多件奖品组成的大礼包。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购节组委会了

解到，从9月20日起，关注海购节微
信公众号（hnsgwj）或南海网微信公
众号（hinews0898），点击菜单栏上
的“lucky王”进入活动页面后填写个
人信息（姓名+电话），并成功邀请3位
好友助力，即可参与抽奖。

据悉，同一用户只能参与活动一
次，截止时间为10月13日。截至10月
8日16时，活动参与人数达4967人。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黄毅）国庆长假期间，有人在
旅途中放松了身心，而有人则在手术台
上重获“新生”——受益于我省听力障
碍患者康复救助项目，5名听障儿童在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接受了免费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即将拥抱有声的新世界。

我省今年开展听力障碍患者康复
救助项目，计划为120名听力损伤重
度及极重度患者免费提供人工耳蜗及
术后康复训练，为250名中度患者免
费配置助听器，救助对象涉及我省户
籍婴幼儿、儿童及青少年。

目前，我省已确定省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海南
西部中心医院为首批海南省儿童听力
障碍康复诊治定点医疗机构。

广大听障患者可以通过上述三家
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这一项目的救助
名额。定点医疗机构将会为申请者安
排评估检查，后交由专家进一步评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全省已有1002人经申请接受诊断，73
人通过审核获得人工耳蜗手术救助资
格，44人已在省内三家定点医疗机构
接受免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我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助项目已为44人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患者可到指定医疗机构申请救助

关注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

本报椰林10月8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陈冰 陈思国）10月 8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机关幼儿园（新
园区）（以下简称新机关幼儿园）和桃
园幼儿园同时开园。

据了解，新机关幼儿园和桃园幼
儿园为政府投资建设的全日制幼儿
园。新机关幼儿园总建筑面积约1.9
万平方米，能提供上千个学位；桃园
幼儿园总建筑面积2506平方米，能

提供270个学位。
目前，陵水已建成29所公办幼

儿园。下一步，该县计划再建10所
公办幼儿园，确保到2020年实现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0%。

海口12岁女孩从16楼
坠落至1楼铁皮棚
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王咪）10月8日上午6时25分左右，海口市琼山
区凤翔东路富源小区一名12岁的女孩从16楼坠
落至1楼铁皮棚上。事故发生后，目击群众立即
报警。虽然女孩被消防官兵及时救下并送往医
院，但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消防官兵6时35分到达现场时，女
孩正躺在1楼铁皮棚上，她父亲已在她身边。女
孩意识很清醒，并且自己正慢慢试图坐起来。消
防队员马上拿着救援担架与现场医护人员从2楼
一住户侧门登上铁皮棚进行救援。5分钟后，女
孩被消防队员、医护人员合力转移至救护车上，随
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在救治过程中，女孩还经历了一次转院，但最
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太可惜，太痛心了！小女孩
很有礼貌，她被抬到担架上时，还不断地对我们消
防员说感谢。”事后一名到现场救援的消防员说。

据了解，女孩家中没有安装防盗网，具体坠落
原因还在核实中。

强氯精引发垃圾堆着火
消防提醒：要妥善、及时处理化学品废料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杨宇鑫）10月8日0时59分，海口市119指挥中
心接到群众报警称：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逍遥湖
附近一垃圾堆发生火灾。接警后，海口消防支队
立即调派2个中队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现场有大量白色烟雾，
并伴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立即扩大警戒范围，并将周
边群众进行疏散。同时与逍遥湖水体治理单位负责
人取得联系，初步判断着火物质为治理水体的强氯
精（NKC-621三氯异氰脲酸）。根据现场情况，消
防部门调集挖掘机和四车干河沙，采取砂覆盖法对
现场进行覆盖处理。6点47分，化学危险品被全面
覆盖，现场处置完毕，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海口消防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请妥善
存放化学用品，并及时处理化学品废料，避免发生
火灾及其他危害事故。报警时请准确说明着火物
质和存放物质，为消防处置提供正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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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新增两家公办幼儿园
可提供上千个学位

“海购lucky王”活动10月14日将抽奖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时
事
图
说

来论

观察

锐评

让更多的人成为旅途中的风景

谨防被“关怀式谣言”迷惑 微评

作业应用有玄机

婚礼份子钱
不该成“甜蜜的负担”
■ 江德斌

“今年国庆我参加了 9 场婚礼，一个月的工
资都不够份子钱，还要动用存款。”回忆起这个

“十一”黄金周，南京市民小李十分苦恼。“也没空
出去旅游，光顾着参加婚礼了。”不少80、90后表
示，在扎堆的婚礼背后，份子钱带来的烦恼随之
而来。（10月8日《现代快报》）

每年国庆节都是婚礼扎堆的日子，新人选这
个时间段，主要是双方都有假期，能够做充分的准
备工作。然而，对于不少人来讲，国庆节最怕接到

“红包炸弹”，本来想外出旅游、回家探亲的，却要
被迫参加婚礼，来回奔波劳累不说，还得随份子
钱。而且，近年来，婚礼份子钱逐年上涨，动辄数
百元、上千元，令很多年轻人有些撑不住，眼见着
变成了“甜蜜的负担”。

近日，记者在南京新街口随机采访了30位市
民，其中近半数人表示，国庆期间都参加了婚礼，份
子钱大多在800元至1000元。而数据统计亦显示，
华东、华北地区红包规格普遍较高，浙江和上海当
之无愧成了“最讲面子”地区，红包均价达到1000
元，江苏、北京、山东等地区也高达800元。与这些
地方的人均收入相比，婚礼份子钱确实有些偏高。

婚礼送红包，本来是民间习俗，也是为了凑个
热闹，表示下祝福心意，不应该过度追求金额。可
是，目前部分地方的份子钱逐渐变味，金额水涨船
高，甚至出现互相攀比的情况，导致份子钱远超合
理区间，成为一大负担。事实上，份子钱过高、过
多，不仅偏离了正常的人情，也加重了彼此的负
担，毕竟大部分份子钱日后都要送还的，还要根据

“行情”酌量加码。
当然了，并非所有地方的份子钱都高。比如网

友津津乐道的广东，就属于一股清流，不仅过年发压
岁钱的金额很少，只有5块钱、10块钱的“利是”，而
且婚礼份子钱也很随意，一两百元就足够了，有时主
人家还会退回来，基本上不会形成过大的负担。

正所谓过犹不及。当份子钱偏离正常轨道，
成为甜蜜负担时，就会失去其原有意义，引人反
感。可迫于人际交往压力、世俗眼光等，又不得已
而屈从。时下，各地都在倡导文明婚礼，鼓励勤俭
节约，摒弃铺张浪费之风，笔者建议，不妨先从婚
礼份子钱入手，杜绝相互攀比歪风，让份子钱真正
回归其应有之义。

■ 方桂琴

国庆假日期间，三亚主要涉旅部
门全员在岗，温馨服务、严管市场，鹿
城旅游质效双增，国际化成效初显，文
明旅游渐成风尚。老人景区内走失，
执勤人员热心帮忙找寻；游客车辆故
障无法行驶，路管员立刻召集众人帮
忙推车疏导交通；孩童遭遇车祸头部
受伤，路管员主动安抚及时送医……
三亚涉旅岗位人员温暖服务让人感

动。（10月8日《海南日报》）
国庆期间，不少旅游景点乃至热

门旅游城市都开启了“人山人海”模
式，似乎人满为患才是网红景点的

“标配”。还有不少人在朋友圈、微博
里跟风晒起了人挤人、车堵车的“风
景”。对于众多游客而言，似乎不吐槽
一下假期人满为患的景区，就像不曾
到热门景区打过卡一般。

诚然，游客数量超过了景区的承
载量，游客旅游的质量会大大降低，旅
游体验也会变差。同时，蜂拥而至的
游客对于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基础配套
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例如，有
的地方游客如潮，商家便乘机疯狂涨

价“狂宰一把”；有的地方因为限流，游
客到了景区门口才被告知只能买第二
天的票；有的地方车多了，便毁坏林田
绿地开辟临时停车场；卫生间、加油
站、购票检票处、热门拍照点等都排起
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不知从何
时起，人多的景点便给人以风景不再
的错觉。果真如此吗？

其实，有时候旅游的主体——广
大游客何尝不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正
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
在楼上看你。”旅游路上看的不仅仅是
自然风光、文化景观，还有无处不在的
人文风景。这风景有时是城市里的脉
脉温情，有时是乡村里的朴素民风，有

时是相关部门的温馨服务，有时是同
行游客的寒暄互动，有时是商家的热
情款待，有时是路人的耐心答疑……
每一次看到古道热肠的人伸出援助之
手时，人们都会眼前一亮、内心一热，
有时候人何尝不是一道风景？如国庆
期间在三亚街头，突发疾病晕倒的陈
女士，被路过的游客、出租车司机、旅
游警察等人合力施救、转危为安，这一
幕，就让人感动良久。

所谓旅行，不过是去不同的地
方，领略不同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
风情，结识各种有趣的人罢了。旅行
中，漂亮的游客会让人赏心悦目，热
情的行人会让人如沐春风，细致的商

家会让人宾至如归，诚信的摊贩会让
人心生好感，健谈的导游会让人受益
良多……旅游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
色的人，尽管其中也有乱停车、乱丢
垃圾、欺客宰客等另类，但更多的却
是热情互助、文明有理、谦让有序的
风景。

无论是旅游管理的创新，还是旅
游服务的改善；无论是设置游客“黑名
单”，还是设立旅游“红黑榜”；无论是
景区的管理引导，还是游客的自律曝
光，其终极目的无不指向旅游的主体，
即让每一个游客都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同时也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欣赏到
最美丽的风景！

据报道，近日，家住重庆渝北
宝圣湖街道的林女士反映，她儿
子佳佳上三年级，每天都需用一
款学习APP来完成作业。最近佳
佳效率变慢，她觉得不对劲。经
检查发现，该款作业APP竟嵌入
了多款游戏，佳佳的游戏等级已
排到了第一。

学习APP内置小游戏，虽然可
以增加学习趣味，但同时也会分散
注意力，会造成小孩子浅尝辄止的

坏毛病。而且，家长大多并不熟悉
APP功能，在没有特意提醒的情况
下，往往对孩子使用APP疏于管
教，导致孩子沉溺其中，因此，APP
隐藏游戏万万要不得。这正是：

作业应用藏游戏，
孩童扎堆多沉迷；
浅尝辄止危害大，
舍本逐末伤精力。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人民日报：平文涛，你出名的方
式真丑！10月1日，一男子在西湖边网
红石碑上乱涂乱画“平文涛”等字样，
引发网友谴责。7日早上，这个“平文
涛”又在钱王祠门口的石碑上画字
了。乱涂乱画，以这种方式成名，丑陋
不堪。景区留名不仅亵渎景点，还可
能伤害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现
实中，平文涛们并不孤单，简单的道德
唾弃于事无补，须高扬惩处之剑。

@光明日报：陪伴农村孩子的不
该只剩手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
调查报告》显示，2015 年青少年网民
规模达2.87亿，其中农村青少年网民
比例为 27.6%。据估算，农村青少年
网民近千万。面对智能手机，隔代监
管的困境和乡村教育的尴尬，让农村
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凸显。

@新京报评论：博物馆展出《讨陈
檄文》竟是篇网文，好大的乌龙！一篇
经过“专家审核”的《讨陈檄文》竟然是
假檄文；假檄文展出后竟然没有工作
人员发现；被指出错谬后，错误的檄
文仍在展出——渭南博物馆在展览
管理上可谓是层层失守。尽管当地
已经认识到了错误，但现在也该追
问，网络版《讨陈檄文》何以在渭南博
物馆登堂入室？ （张 辑）

“重磅，美国癌症疫苗研发成功”
“最近鸡爪不能吃”“如果你有能力请
不要选择添加了亚铁氰化钾的食
盐”……在微信辟谣助手最新辟谣的
不实信息中，类似的关于养生、健康、
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关心式谣言”比
比皆是。更有市民苦恼，现在在亲友
群里辟谣成了一件“不道德的事”，会
被人认为“当面打脸”或“没礼貌”。
（10月8日《经济参考报》）

相比于明目张胆的造谣传谣，
养生、健康、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关
怀式谣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一
些人通过在谣言中掺杂所谓的权威
机构观点、数据等内容，让谣言更具
欺骗性，并将谣言伪装成善意提醒，
从而打消网民的疑虑，获得更多的
信任，实现谣言的隐蔽式传播，针对
这种隐蔽的“关怀式谣言”，我们更
要多留个心眼。

“关怀式谣言”背后是灰色产业
链。一些网络“大V”、自媒体通过移
花接木、肆意篡改权威等方式，编造、
炮制出网络谣言，再配以耸人听闻、
煽动性强的标题，吸引不明真相网民
的点击和转发，为自己带来大量流

量，再通过植入或发布广告等形式进
行变现，最终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很
多谣言看似在传播知识或者揭露事
实，实则经不起推敲，但因为极具伪
装性，得以大肆传播。

“关怀式谣言”潜藏的误导性，以
及错误的内容，会对他人造成严重危
害。如阿司匹林对部分类型的心脏
病患者而言是“夺命药”，如果听信一
些谣言将之视为救助突发性心脏病
的灵丹妙药，很可能会造成性命之
忧。此外，由于“关怀式谣言”多在亲
朋好友间流传，其一旦产生不良后
果，就会导致亲情受损甚至破裂，积
累社会矛盾，酿成不良社会影响。

遏制“关怀式谣言”的传播，仅靠
辟谣治标不治本。虽然许多不实信
息被证明是谣言，但往往隔上一段时
间就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网络平
台特别是自媒体准入门槛低、审核把
关不严，是导致这类网络顽疾难根除
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大平台的
自我审查力度，通过建立严格的惩戒
机制，倒逼平台加强管理与规范。同
时，对发布者和广告方要从严打击，
从源头杜绝谣言的产生。

此外，每一位网民都要保持高度的
警惕，万不可偏听偏信、盲目转发，以免
使自己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 （胡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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