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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6日讯 （记者周
晓梦 实习生梁庆豪）海南日报记
者2月6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
月5日（初一），我省15个市县空气

质量优。
1月 24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

《关于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
两个推进”工作的通知》，明确严禁在

禁燃区内燃放烟花爆竹。春节假期
期间，我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县全力做
好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保障环境
空气质量稳定达标。

与去年大年初一相比显著改善，优级市县增加 15个，超标市县减少 7个
15个市县空气质量优也是我省历年最多

正月初一我省15市县空气质量优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林曦 通讯员 海涛

阳光直射到甲板上，没有任
何遮阴之处。身着环卫服、救生
衣并戴上帽子口罩，在垃圾打捞
船上暴晒半个小时后，海口水上
环卫工岳春华全身汗湿。

2月6日，大年初二。上午7
时，同往常一样，海口龙马环卫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水上环卫工岳春
华准时赶到海口龙珠湾，和两名
同事一起登上垃圾打捞船，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

岳春华今年42岁，四川巴中
人，身上有着“川妹子”的那股爽
朗干练。水上环卫工需要攀高爬
低，还要会游泳、力气大，以男性
居多。2007年，她进入海口市龙
华区水上环卫队，负责龙珠湾至
海甸溪流域的水上垃圾清理工
作，成为这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
女环卫工，一干就是12年。

“和路面的环卫工相比，水上
环卫工虽不用披星戴月，但也有
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海口龙马
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水上环卫
经理伍梓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口常年高温暴晒，经过水面折
射后，人感受到的温度比在地面
时更高。再则还要耐脏耐臭，过

去的龙珠湾污染严重，水面上经
常漂浮死鱼，打捞的时候，苍蝇蚊
子直往脸上扑，必须戴口罩。此
外还必须臂力过人，否则无法坚
持使用竹竿在水中打捞垃圾。

海南日报记者跟随水上环卫
工一同登船，向海甸溪方向驶
去。一根5米长的竹竿，竹竿一头
绑着不锈钢网罩，这便是他们的
打捞工具。登船后，岳春华一直
站在船头，把竹竿横在胸前，眼睛
在水面上四处搜寻。

多年的工作经历，已让她练
就了眼尖手快的本领。一看到塑
料瓶、泡面盒，岳春华立刻把竹竿
伸过去，捞上岸放进竹筐内，整个
过程不过5秒。

水上哪里的垃圾多，岳春华
更是熟门熟路。打捞船驶到海甸
溪岸边，开始来回左右调转。“这
里渔船多，垃圾也多。”15分钟后，
捞起的垃圾、水草装了满满两筐，
几名环卫工已是满头大汗。

10时30分，水面上的垃圾已
打捞得差不多，岳春华终于能坐
下来休息片刻。她用毛巾擦了擦
汗水，拧开水杯，狠狠灌了几口：

“要是夏天，我一天能喝上10升
水。”岳春华说，这几年，经过“双
创”和水体治理，龙珠湾水域的垃
圾、死鱼已经少了很多，臭味也没

了，让水上环卫工的工作轻松不少。
“一开始我也会晕船、中暑，脸

晒到脱皮，捞到腐物呕吐不止，现
在早已习以为常。”岳春华说，春节
假期是环卫工最忙的时候，“12年
来，春节都是丈夫带着儿子回四川
老家过年，我一个人在海口。”

每逢佳节倍思亲，岳春华当
然想回家，更挂念家里80多岁的
父亲母亲：“好在现在能手机视
频，我能听到爸妈的声音，看到他
们的样子，已经觉得很满足。”

11时，打捞船开始返程。“快
看！快看！”岳春华突然兴奋地叫

起来——阳光下，银色的小海鱼
在水面上下跳动，十几只白鹭正
在翩飞觅食。“能用汗水换来海口
的一湾碧波，就是对我们工作最
大的慰藉。”岳春华的脸上露出了
微笑。

（本报海口2月6日讯）

海口水上女环卫工岳春华：

用汗水换来一湾碧波

新 走基层

■ 人民日报记者 黄晓慧

2月3日晚，三沙永兴岛北京
路。高康熙刚给发电机加了油，
结束一天的工作，换上父亲从老
家寄来的新衣服，迎接除夕。

高康熙是南方电网三沙供电
局员工，去年春节，他从三沙出
发，跨越大半个中国，才回到黑龙
江老家。今年春节，他值守永兴
岛，将度过在三沙的第一个春节。

以前每到春节，岛上的渔民村
便瞬间“空城”，如今，永兴岛从一
座电力孤岛，变成灯火通明的电力
富岛。很多渔民开起饭馆、做起生
意，越来越多的人在岛上过年。

与高康熙一样，人保财险三
沙支公司员工杨国作也是第一次
在三沙过年。腊月廿八，他逆着

春节回家的人潮南下，最后从海
口飞到永兴岛。

没能在春节和家人朋友团
聚，杨国作略感遗憾，但他会通
过微信视频、语音给亲人朋友们
送去祝福。

此时，机场机电运行维护员
庄永威走出控制运行室，开始对
机场的高低压设备进行巡检。这
是庄永威在三沙的第三个春节，
整个春节依旧要在保障航班安全
起降中度过。

春节期间，庄永威每天8点
半到达岗位，开启整个航站楼的
设备，然后回到控制运行室，根据
塔台的指令开启地面灯光，确保
飞机安全落地。“永兴岛上的人我
都基本熟络，感觉像在一个大家
庭里过春节。”庄永威说。

（原载《人民日报》2019 年
2月6日02版）

三沙服务保障行业三位“90后”

同一个岛 同一个家
■ 本报记者 郭萃

2月6日，大年初二清晨，海口
市人民医院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早上8时，妇产科医生蒙秋
来到医院接班。换上白大褂、洗
手消毒，和往常一样，开始了她
的工作。

仔细地将前一天值班医生留
下的病人注意事项记录下来后，
她走进病房开始例行查房。

10 时许，查房工作基本完
毕。她的女儿和丈夫已经在她的
值班室等了她近两个小时。

蒙秋的丈夫是同一医院放射
科的医生。巧的是，他从2月5日
8时上班直到2月6日8时下班，
交班之时又正是蒙秋接班之时，
夫妻二人不同科室、同一家医院，
无形中仿佛“接力”般。“我工作了

5年，丈夫工作了10年。经常有
春节值班的情况，但像今年这样
初二他下班我接着上的情况好像
还是第一次。”蒙秋笑着说道。

贴心的丈夫下班后带着3岁
的女儿去楼下买了早餐，一碗热
腾腾的汤粉拿上楼时还烫手，此
刻却早已凉透。

蒙秋刚准备吃汤粉，电话铃
响了：“17床病人血糖低，一会专
家过来会诊。”

“你自己看动画片，妈妈先去
忙一下好不好？有事叫妈妈，跟
妈妈拜拜。”蒙秋立刻对女儿说。

“没办法，越是春节期间就越
忙。”蒙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平
常妇产科有15个医生，但是春节
期间只有5个医生值班，病人却并
不会比以往少。

正说着，5号床的产妇准备出

院。“要注意伤口情况，按时来复
查。小孩要随时关注黄疸情况。”
蒙秋边写出院小结边向产妇嘱咐。

13时许，一名孕妇进入产程，
蒙秋又忙着开始准备手术。

这一天，作为母亲，她只能让生
病的女儿在办公室陪她一起加班；

作为女儿，她虽将父母从老
家接来海口，却没有办法在家陪
父母吃一顿饭；

作为妻子，她只能麻烦刚下
晚班的丈夫带女儿帮忙打早餐；

作为医生，她把一天中的大
半时间献给了病患……

“春节假期，谁都希望一家人
聚在一起团团圆圆的。但是，我们
的工作性质需要我们必须坚持在
岗。”蒙秋说，“越是节假日，我们越
要全神贯注，为孕妇、产妇、宝宝保
驾护航。”（本报海口2月6日讯）

海口市人民医院：

一对医生夫妻的“接力班”

南航开通
三亚⇌曼谷直飞航线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杨理政 李红波）2月
1日晚，一架由三亚飞往泰国曼谷的飞机从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起飞，标志着南航三亚⇌曼谷的直飞航线正
式开通。这也是南方航空在海南市场开通的第五条国
际航线。

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越来越开放的
海南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友人到海南来，这给航空公
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三亚至曼谷的航班由空客
A320型宽体客机执飞，共有4个公务舱，161个经济
舱。这一航线的开通正值新春佳节，往返三亚和曼谷
的游客和海外侨胞较多，首航当天航班接近满座。

据悉，该航线每天一班，去程航班为CZ8281，北
京时间22：45从三亚起飞，次日零点（当地时间）抵达
曼谷。回程航班为CZ8282，当地时间01：05起飞，北
京时间03：55抵达三亚。

此外，南航还与海南旅行社签订产品合作协议，以
“航空+旅行社”的合作模式打造国内市场出境游产品。

当前，南航已开通海口⇌英国伦敦、海口⇌广州⇌
韩国首尔、三亚⇌广州⇌日本大阪、三亚⇌广州⇌印度
德里等国际航线。

2月6日，海口市海甸溪，水上环卫工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三亚迎来春节
第二艘国际邮轮
388名入境旅客畅游鹿城

本报三亚2月6日电（记者徐慧玲）2月6日正值
大年初二，三亚迎来2019年春节黄金周第二艘国际邮
轮——“银影号”到访，388名入境旅客畅游鹿城，感受
这里的旖旎风光和传统的浓郁年味。

“银影号”国际邮轮隶属银海邮轮公司旗下，吨位
为2.8258万吨，长203米、宽27米，共9层客舱，可容
纳382名乘客、295名船员。据介绍，“银影号”国际邮
轮为客人提供私人的卓越环球航海旅行，客房装潢以
时尚和典雅为主，旅客均为高端消费者。

近年来，三亚大力挖掘国际高端游客，通过支持涉
旅企业发展邮轮旅游产品、加密国际航线网络等方式，
吸引更多国际邮轮停靠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积极探索旅游消费市场需求

我省旅游市场日渐升温
2月6日

全省进港11.4万人

海口、三亚两地免税购物店及万宁首创奥特莱斯购物

总人数7.6万人次，同比增长36.28%

购物销售额7560万元，同比增长25.43%
全省旅游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80.3万人次

过夜游客旅游收入17.3亿元

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7.08万人次
全省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26.21万人次

乡村旅游收入5013.88万元
制图/张昕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赵优）2月6日是2019
年春节黄金周第三天，全省各地天气晴好，我省旅游市
场日渐升温。

正逢旅游旺季，我省各市县积极探索旅游消费市场
需求，旅游产品、节庆活动丰富。海口“看熊猫玩长影，
海口过大年”推广活动、“今日游学 海口出发”研学产品
发布系列活动等迎合了各类市民和国内外游客的消费
思维和习惯，刺激了市民游客出行旅游。儋州及时通过
官方网站、微信等发布假日期间各项旅游资讯，配合新
闻媒体做好假日旅游宣传工作。文昌通过旅游官网、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广大游客发布“铜鼓迎春、登
高祈福”“春节老戏台”等活动信息，推荐文昌优质景区
景点、旅游攻略，方便游客出行。

2月5日（初一）空气质量情况

15个市县

优
2个市县

良好
1个市县

轻度污染

2月6日，海口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游客享受海上运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扬帆碧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朝领导人二次会晤
本月底在越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