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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 实习生张
鑫）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系列
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目前，民
歌选拔大赛已选出40首歌曲进入复
赛，儋州选手符学勤的《调声哥侬喜
相逢》成功进入复赛。

《调声哥侬喜相逢》有何特别之
处？符学勤介绍，这首歌是一首儋州
方言民歌，主要描写的是青年男女的
爱情，这首歌运用了一些调声元素进

行创作，但演唱方法与传统儋州调声
演出不同。传统的儋州调声演出一
般是男女声对唱，而且是集体演唱，
但符学勤是用民族唱法进行独唱。

作为儋州人，符学勤说他从小就
看调声演出，后来自己也演唱调声，
而且一唱就是10多年，他不仅在海
南表演儋州调声，还曾代表我省到岛
外去演唱过儋州调声。“这次参加民
歌盛典活动，让我听到了海南许多地
方的民歌。”符学勤说，他希望通过民

歌盛典活动来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选拔大赛
经过初赛征集、专家评委评选，已遴
选出40首歌曲进入复赛。复赛将于
12月22日、23日分两场进行，复赛
将选出16名歌手进入决赛，决赛将
于2019年1月5日进行。

2018中国（海南）民歌盛典系列
活动包括海南民歌选拔大赛、民歌手
机铃声推广、海南新民歌创作采风活
动、开设“新时代·海南民歌创作传唱
课堂”、海南民歌抖音秀、海南民歌
MV拍摄以及海南民歌文化进校园、

进军营、下基层等。其中，海南民歌
选拔大赛将评出中国（海南）民歌盛
典金奖1名（奖金1万元）、银奖2名
（奖金各5000元）、铜奖3名（奖金各
3000元），最佳人气奖1名（可重复获
得，奖金2000元）、优秀奖9名（奖金
各1000元），并颁发证书、奖杯。报
名联系电话：15595653683。

盛典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省文联共同主
办，南海网及海南各市县县委宣传
部、县文体局承办，海南省音乐家协
会、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并
得到海口海甸城购物中心大力支持。

关注中国（海南）民歌盛典

儋州民歌《调声哥侬喜相逢》闯进复赛

省毒品预防教育讲师团组建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黄金）由海南省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协会、海南省教
育厅主办的海南省毒品预防教育讲师团候选人集
训活动日前在海口举行。

本次集训邀请了全国教育和禁毒战线上的资
深专家、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专家库成员、云南
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莫关耀和中国合成毒
品滥用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侦查与反恐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黎来琼
作专题辅导。集训班还组织了毒品预防教育方式
方法经验交流、理论考核和参观等活动。

该讲师团的组建旨在全面落实海南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严教工程”工作部署，促进我省毒品预
防教育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有效提升全
省毒品预防教育师资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为推
进全省毒品预防教育三级师资培训夯实基础。

三亚推行冬季瓜菜价格保险
本报三亚12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张磊）海南日报记者12月13日从三亚市扶贫
办获悉，该市提供了冬季瓜菜价格指数保险，贫困
户可免费参保。

今年12月参保的三亚冬季瓜菜，如果监控的
某类瓜菜收购价格低于平均目标价格，承保公司
将对相关种植户进行差价赔偿。保险时间持续到
2019年5月31日。

此次冬季瓜菜价格保险准入条件为，连片种
植面积在20亩以上。低于此标准的种植户可以

“抱团”投保，但贫困户参保不受种植面积限制。
投保比例上，参保者自缴10%，三亚市财政补

贴90%。其中，贫困户自缴部分由市财政“买单”。

白沙荣邦农产品交易中心投用
本报牙叉12月13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

记者吴峰）12月13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
乡农产品交易中心揭牌运营，全县11个乡镇近百
种电商农产品上架销售。

该中心位于环岛西线高速公路海头互通路
段，即白沙、儋州和昌江三市县交界处，具有便利
的物流运输优势。中心将构建和完善白沙农产品
线上线下交易体系，同时培育一批懂电商、做电商
的新农民。按规划，该中心将发展成集加工、仓
储、物流、会展及电子商务为一体的交易中心，助
力提升白沙农产品产业发展的规模化和品牌化。

据悉，近年来，白沙已选址七坊镇、牙叉镇、荣
邦乡三个乡镇，建设农产品供应站或交易中心。
去年11月，七坊农产品供应站已建成投用，牙叉
镇农产品供应站目前正在规划设计中。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记者
邓海宁）“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
样的。”12月12日上午，海口市民张
先生向海口市琼山区道路交通联合
执法大队一中队队员连声道谢。原
来，腿脚不便的张先生一早打算乘坐
出租车前往法院出庭，不料所用轮椅
无法放上出租车，正在一筹莫展之
际，碰上巡逻经过的执法队员，经了
解情况，执法队员立即开车将其送到
法院，这暖心的一幕获得了张先生及
现场群众一致点赞。

当天上午8时40分左右，琼山
区道路交通联合执法大队一中队执
法队员在海口市凤翔西路丁村路口
巡逻时，发现一辆出租车在路边违规
停靠，执法队员准备上前劝离时，发
现旁边一位老人行动困难，身边还停
着轮椅。经耐心沟通，得知老人姓

张，因要到法院出庭，一早出门准备
乘出租车，但因腿脚不便需携带轮椅
上车，正在与出租车司机商量。

执法队员得知情况后，一边帮张
先生与司机沟通，一边尝试将张先生
的轮椅搬上出租车，但由于出租车后
备箱设置了气瓶，轮椅无法塞进，也

放不进后排座位。
“早上天气比较冷，老人又行动

不便，离开庭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执法队员刘洗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队员们经过简单商量，决定马上
将张先生的轮椅抬上执勤的皮卡
车，并安排两名队员开车护送张先

生前往法院。送走张先生后，其他
执法队员又继续返回巡逻路线确保
日常工作开展。

“他们真帮了我一个大忙，要没
及时赶到就麻烦了。”张先生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他叫张甫奎，今年63岁，
身有残疾，自己一个人居住。当天上
午到法院出庭的是一起赔付官司，如
果不能及时到庭，就相当于他放弃了
自己应有的权利，执法队员的及时出
现，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也让他感受
到了海口这座城市的温暖有爱。

天涯好人

交通执勤皮卡车送残疾老人出行

海口执法队员暖心举动感动市民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记者
计思佳）12月12日早高峰时分，寒意
袭人，海口市南沙路上发生一起交通
事故堵塞道路，两名年过六旬的老人
受伤，其中一人伤口血流不止，正当
周围人手足无措之时，海口市120急
救志愿服务队的3名志愿者挺身而
出，对受伤老人及时进行施救。

当天上午7时45分，海口市120
急救志愿服务队队员刘佳开车上班
途经该地时，听到有车撞到行人，刘

佳立刻反应过来可能有伤者。她用
最快速度停好车，抓起随身携带的急
救包就冲向了车祸现场。

“现场发现大约60岁的两位阿
姨受了伤，其中一位阿姨头部血流不
止，另一位阿姨腿部受伤，疼得坐在
一旁。”刘佳说，她表明志愿者身份后
寻求身旁市民协助拨打120、联系交
警，她迅速查看两位阿姨的伤情，发
现她们意识清醒，便边安抚伤情较轻
的阿姨，边对另一位阿姨施救。

“头部受伤有轻有重，阿姨后脑
勺头发多，很难马上找到出血点，及
时止血包扎很重要。”刘佳迅速打开
急救包，戴上手套，检查发现，伤者左
前额和后脑勺都有出血，她先对前额
止血包扎，出血很快停止，接着又给
阿姨后脑勺伤口进行压迫止血。

正在刘佳需要人帮忙时，同为海
口市120急救志愿者服务队队员的
孔凤娇、冯秋霞也路过此地，发现情
况后立即加入急救行列。“给我纱布”

“按住伤口”“检查一下脉搏”，3位急
救志愿者有条不紊地行动着。

看到阿姨冷得发抖，孔凤娇又从
急救包里拿出保温毯为其保暖，冯秋
霞则用手保护阿姨头颈部。处理完
头伤阿姨后，孔凤娇又检查腿伤阿
姨，发现她只是皮肤轻微擦伤，便为
她用碘酒消毒伤口并贴了创可贴。

过了15分钟左右，交警和120救
护车到达现场，3位志愿者将伤者交给
急救人员，并协助急救人员将伤者抬

上救护车，伤者随后被送往省人民医
院秀英院区。清理现场后，刘佳、孔
凤娇、冯秋霞3人继续赶往单位上班。

“我们参加过培训，成为志愿者
后随身都带着急救包。”刘佳说，她和
孔凤娇、冯秋霞在120急救志愿服务
队担任小队长职务，平时热衷于参加
急救知识公益普及活动，“培训时知
识学得扎实，关键时刻就能挺身而
出，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人人学急
救，急救为人人。”刘佳呼吁。

急救培训学得扎实 关键时刻及时“出手”

海口3志愿者携手施救车祸受伤老人

康悦学院开学典礼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12月 12
日，富力红树湾康悦学院2018学年开
学典礼在澄迈举行。

康悦学院是富力红树湾倾力打造
的全国康养人才学习交流基地，是富
力红树湾学休养一体化理念的体现，
旨在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海南的人才
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尽力满足人们
对健康生活的需求。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康悦学院
自成立后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两年
来，该学院共开设了5大学院、11个
专业、20个班级和 5个课外兴趣协
会，涵盖艺术、体育、公益等多个方面，
目的是满足人们求知、求健、求乐、求
为的文化生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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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城投·椰风水韵北区1号
楼开盘。当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没有影
响购房者的购房热情。他们已经感受到
城投·椰风水韵北区的区位优势，在这里，
可以将南渡江风光尽收眼底。

营销中心内，购房者纷纷表示心
仪此盘已久，虽然此次开盘房源有限，
但是仍然希望能到场选购到心仪的房
源。笔者在现场看到，营销中心内外
人山人海，观众区座无虚席。

城投·椰风水韵北区由海口城
投及佳元地产强强联手打造。12月
8 日，开盘仪式及线上抢房正式启
动，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马传壮、副总经理黄恒寿、投
资部经理黄小花，海口投源实业副
总经理唐粤宁，佳元地产常务副总
经理程建青、副总经理吴嘉珉参加
具有高科技感的炫焕创意启动仪

式，海口投源实业董事长王之明宣
布城投·椰风水韵北区开盘盛典正
式启动。全场瞬间礼花漫天，线上
抢房正式启动。

12月8日上午，数百人参加开盘
活动，此次推出的126套房源，当天成
交108套，创造销售佳绩，展现了海口
城投及佳元地产强强联手的品牌影
响力和客户凝聚力。

据介绍，城投·椰风水韵北区热
销的原因，与海口城投和佳元地产
数十载深耕海南房产密不可分，客
户的厚爱为当天楼盘的热销奠定了
基础。

城投·椰风水韵北区占地面积约
6.8万平方米，有11栋住宅，共1004
户，都是85—212平方米（建筑面积）
精装纯板式江湾住宅。项目配套建设
2.5万平方米生活街区、十大主题景
观，篮球场，泳池，儿童戏水池，老年人
活动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可以充
分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

此次开盘的城投·椰风水韵1号
楼是首批房源，开发商将继续推出2
号楼、3号楼和7号楼。该项目区域
优势明显，一揽南渡江江景；享国兴
CBD 风光，生活配套一应俱全。

（广文）

荣耀滨江 华彩绽放
城投·椰风水韵北区开盘暨线上购房活动举行

装修“敏感区”
别随意改动

很多初次装修的业主不清楚，装修时，房子有
些地方是不能随意改动的，这些地方即装修“禁
区”或“敏感区”。如果擅自拆改这些地方，不但会
影响房子的整体美观，还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据了解，装修“禁区”或“敏感区”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承重墙

装修中不能拆改承重墙。一般在砖混结构的
建筑物中，凡是预制板墙一律不能拆除；24厘米
以上的砖墙属于承重墙，不能拆改。敲击起来有
空声的墙壁，大多属于非承重墙，可以拆改。另
外，有人在承重墙上开门开窗，这样会破坏墙体的
承重，也是不允许的。
●墙体中的钢筋

如果把房屋结构比作人的身体，墙体中的钢
筋就像人的筋骨。如果在埋设管线时将钢筋破
坏，就会影响到墙体和楼板的承受力。
●梁柱

梁柱是用来支撑上层楼板的，拆掉后上层楼
板可能会掉下来，所以也不能改动。
●卫生间和厨房的防水层

卫生间和厨房地面下都有防水层，如果破坏
了，楼下就会变成“水帘洞”。业主在更换地面材
料时，注意不要破坏防水层。如果要破坏重新修
建，一定要做好“渗水实验”，不渗漏方算合格。
●煤气管道

安装和拆改煤气管道，必须请专业施工人员
进行，装饰公司不能代劳。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海南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1988
年，金地集团成立。30年来，金地秉
承科学筑家、智美精工的理念不断发
展壮大，到 2016 年销售额已突破
1000亿元。如今，金地开发及持有
的住宅及商用地产项目覆盖中国7

大区域50座城市，成为中国房地产
企业的中坚力量。

金地—海南自在城将于本月14
日举办“逐梦海南，自在同行”金地
致敬海南音乐盛典，特邀情歌王子
张信哲、音乐才女王若琳倾情献
唱。此外，摇滚才子丁克森、101人
气女团Hello Girls、说唱人气歌手
邓云峰、网络才女鞠文娴等也将到
场助阵。一曲曲动听的旋律，金地
用音乐致敬海南，致敬美好生活。

请您一起见证一起嗨唱！
金地—海南自在城是金地集团

在海南倾力打造的人居力作，建筑面
积约98—112平方米（两至三房），超
享270°观景阳台。该项目位于海
口西海岸CBD，区域前景广阔。

金地—海南自在城精心打造
360健康家、5NEW户型、LIFE智享
家、五心精装家、本地化设计等五大
产品，给海口人居生活更多自在。

（广文）

历经数月的倾力打造和精雕细
琢，12月17日，北辰集团海南首作
——海口北辰府项目营销中心将揭
开神秘面纱，面向公众开放。

北辰实业诞生于1990年，是中
国复合地产品牌企业、国内首家房地
产A+H股上市公司，旗下涵盖北辰
地产和北辰会展两大核心主营业务。

北辰地产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少
有的全产品线开发企业。北辰地产
立足北京，布局全国，先后进入长

沙、武汉、杭州、成都、南京、宁波等
多个城市。

北辰会展作为北辰实业的另一
项核心业务，多次承办国际首脑会
议，如2014APEC领导人会议、2016
杭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等，其服务获得了众多贵宾
的高度赞扬。28年深耕，北辰集团
一路见证中国荣耀和辉煌。

北辰府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
东十三街（五源河体育场对面），北

临市政府，拥有行政、商业、交通、文
化、休闲、生态等众多优势资源。

在社区规划方面，北辰府采用
“一环三轴”结构布局，将运动康养、
私家景观、文化教育、街区商业四大
主题配套有机衔接，拥有社区超市、
专属幼儿园、度假泳池、社区篮球场、
蓝花楹花雨景观步道、艺术广场等，
为业主构建悠闲和充满诗意的全龄
乐享生活。

在社区服务方面，北辰府依托
北辰集团服务底蕴，匠心打造一站
式、陪伴式、引导式九大“星”服务体
系，可以满足业主日常生活的众多
需求。

即将开放的北辰府营销中心，
展示了北辰府秉持的生活理念，下
沉式茶座、极简镜面建筑、热带风格
飞檐设计……这些特色内容展示了
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极简主义的美
学设计理念。营销中心将以体贴入
微的北辰服务，迎接四方宾朋。

良辰初至，眼见为实。暖冬时
刻，一切美好都将在北辰府开始
…… （广文）

海口北辰府
营销中心即将开放

金地致敬海南音乐盛典14日举行
张信哲、王若琳等献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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