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癌 乳腺癌 肝癌 上消化道癌 结直肠癌

45岁到74岁之间，海口市常住户
籍人口，可就近前往南航西、侨中里、桂
林、高登、桂林洋、秀华、新秀、长滨等8
个社区服务中心报名参加

免费筛查五大类癌症

如何报名？

2019年高危人群临床筛查总数为5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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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
7月9日9：00

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
7月9日15：00

海口市秀峰幼儿园
7月7日9：00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7月6日获悉，海口
市教育幼儿园、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海口市五源河幼
儿园、海口市卫生幼儿园、海口市机关
幼儿园、海口市秀峰幼儿园、海口市滨
涯幼儿园共8所公立幼儿园2019年
秋季符合摇号新生名单相继出炉，并
进行公示。同时，海口市港湾幼儿园

摇号已于7月6日当天进行，最终确
定69名拟录取名单。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设9个班，招
收207名幼儿，符合摇号条件的幼儿
为1304人。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计
划招收69名幼儿，符合摇号条件幼儿
为576人。海口市中心幼儿园今年计
划招收138名幼儿，符合摇号条件的
幼儿有1143名。海口市五源河幼儿

园计划招收92名幼儿，共有744名幼
儿具备摇号条件。海口市卫生幼儿园
计划招收 207名幼儿，1069名幼儿
有摇号资格。海口市机关幼儿园计划
招收115名幼儿，有参加此次摇号资
格的幼儿为993名。海口市秀峰幼儿
园预招82名适龄幼儿，260名幼儿有
摇号资格。海口市滨涯幼儿园小班预
招幼儿69名，有摇号资格的为2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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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伍英姿

对孩子多点耐心，少些责骂……
翻开笔记，琼海市博鳌镇中心学校一
年级学生小李的母亲李婧还能回忆
起1个月前，海南省家庭教育乡村行
公益讲座活动讲师陈吉秋来校讲课
的场景，“通过讲座，我们对‘读懂孩
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7月5日，海南省家庭教育乡村行
公益讲座活动专题座谈会在海口举
行，标志着这项历时22个月的公益活
动落下了帷幕。据悉，这项公益活动
覆盖了全省18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
发区的所有乡镇，总场次达424场，惠
及家长、中小学教师逾28万人次。

不受重视
乡村家庭教育短板待补齐

“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时候不
自觉地会把生活、工作中的压力转移

到孩子身上。”7月6日，李婧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省教育厅关工委副主任黄良侠
表示，农村的家庭教育短板明显，很
多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任务，忽视
了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有
的家长虽然有家庭教育的意识，但受
文化水平不高等因素制约，不知道如
何着手。还有部分家庭的教育方式
落后，仍在执行棍棒式、溺爱式的家
庭教育。”

省教育厅关工委通过调研发现，
在乡镇学校里，家庭教育也常被冷
落，校长、老师往往缺乏心理学等相
关领域的知识，即便尝试向家长普及
家庭教育，也缺乏教育的科学性、系
统性。为此，2017年10月，由省关工
委、省教育厅关工委主办，海南春华
秋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省家
庭教育乡村行公益讲座活动启动，旨
在送教下乡，为破解基层家庭教育薄
弱这一难题作出尝试。

科学谋划
荟萃名师力保教育质量

乡村家庭教育工作千头万绪，该
从哪里抓起？家庭教育，先要教育家
长。省关工委、省教育厅关工委结合
农村家长的实际情况，认真谋划，利
用公益讲座重点宣传科学的家庭教
育理念、知识、方法，为家长送去满满
的“干货”。

省教育厅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
晓表示，讲师的质量决定讲座的质
量。他们精心组建了一支既懂家庭
教育，又有奉献精神的讲师团队。这
支队伍共32人，包括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高
校学院院长、中小学校长以及社会家
庭教育组织的专业工作者等。

陈晓说，为了不影响乡镇学校正
常的教学工作，公益讲座活动都安排
在双休日举行，讲师们均主动放弃周
末休息时间。

反响强烈
公益讲座深得人心

“这是陵水黎族自治县北斗小学
的家长和我建的微信群，当时讲座结
束后，他们把我团团围住，咨询了很
多问题，还表示听得‘不过瘾’，希望
我们再来。”该公益讲座讲师李幼伍
边拿出手机边和海南日报记者说：

“如今，我们已经为这些家长请来了
更多家庭教育专业讲师，在微信群里
实时答疑解惑，很受家长欢迎。”

随着公益讲座如火如荼地开展，
其吸引力、影响力快速提升，参加活
动的家长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
计，平均每场公益讲座能吸引 500
多人到场。

陈晓说，接下来，他们还会探索
更多送教下乡的方式、举措，让家庭
教育更多地惠及农村，让乡里娃得到
更多关爱。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琼中启动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将建29个示范村

本报营根7月6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林学健）7月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湾岭镇水央村启动，通过试
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琼中将稳步推动29个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水央村相关工作人员向
村民现场讲解了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分类后的处
理方式等相关知识，同时设置模拟环节，让村民们
现场体验垃圾分类。

作为琼中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村，水
央村的垃圾分类由农户按照可腐和不可腐进行分
类，村里的保洁员定期上门收集运到村委会收集
站后，将可腐垃圾粉碎后放进堆肥房，经过2个月
的密封厌氧发酵，最终形成有机肥用于农业生产，
实现资源利用和生态循环；不可腐垃圾则放在垃
圾屋，运输至转运站进行下一步处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有效破解农村垃圾处
理难题，琼中实行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到终端”分类
收运处置，即对户垃圾筒、村内垃圾收集箱、垃圾转
运车辆，按照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两个类别
对农村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运处置，杜绝农村生活
垃圾收而不治、随意倾倒填埋。下一步，将推行“户
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稳步推进
29个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在文昌受欢迎

技术送田头 种植有参谋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见习记者 余小艳

7月5日晚，文昌市文城镇坑美村休闲小广场上
围满了人，最近一期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刚在这
里结束，百余名参加培训的村民自发组织文艺晚会，
庆祝结业和感谢来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老师。

“别小看这一株株槟榔，其实管理很有讲究
哩！”坑美一村村民陈介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广场
前面那片槟榔林是他种下的，以前，槟榔树在大家
眼中就是“懒人作物”，他们以为根本不需要管理，
但是通过参加这次培训班学习，他学会了如何防
治病虫害，也掌握了科学施肥的“小窍门”。

坑美村位于文城镇的西北角，与南阳农场相
邻，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适宜种植槟榔、胡椒、绿
橙等，文昌鸡养殖业也比较发达，全村400余户人
家，年出栏文昌鸡近10万只。

据了解，热科院原本计划开设一期培训班，招
收学员50人，培训15天，但没想到，排队报名的
村民多达70多人。见村民如此积极，热科院在这
里多开了一期培训班，两期共培训100余人。

为何坑美的村民如此热衷参加培训？因为大
家看到了懂技术、科学种植养殖的好处。陈吉武
是坑美二村的村民小组长，也是当地的致富带头
人。15年前，他开始种植绿橙，除了利用村里的
土地，还到南阳农场租地种植，如今种植面积有
100多亩。但起初，由于不懂技术，他种出的绿橙
品相差、产量低。后来，他自费去海南琼中、广东
等地学习种植管理技术。学成回村试验，果然大
幅提高绿橙产量和品质，销售得越来越好。

文昌市文城镇坑美村党支部书记王明浩说，
在陈吉武的带动下，越来越多村民开始重视农业
技术的培训和学习。培训班开设，农技专家在村
委会办公室授课的时候，不仅报名学员按时到位，
一些没报上名，或者已经参加前一期学习的村民，
也会放下手中农活，赶来“旁听”。

当晚，文艺晚会演出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村
民向授业解惑的专家热情地致以谢意。

（本报文城7月6日电）

省家庭教育乡村行公益讲座活动收官，400余场讲座覆盖18个市县所有乡镇

让“读懂孩子”不再难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符王
润 通讯员陈琳）7月5日，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海南省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在海口正式启动。这是
我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首次在海
南落地，海口成为全省首个试点城市，
海南省肿瘤医院为全省唯一的癌症临
床筛查定点医院。

为有效遏制恶性肿瘤高发趋势，
早在2012年8月，在国家卫健委和国
家财政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就已经纳入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并在全国不同城

市开展危险因素调查、高危人群评估、
以及癌症筛查等工作。

该项目将通过对城市高发的五
大类癌症：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
化道癌和结直肠癌进行筛查和评估，
以探索科学可行的城市常见癌症高
危人群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管理模
式与方法，提高对癌症的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比例，降低癌症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
负担。

据悉，实际年龄在45岁到74岁
之间，海口市常住户籍人口，均可就

近前往南航西、侨中里、桂林、高登、
桂林洋、秀华、新秀、长滨等8个社区
服务中心填写问卷报名参加。项目
工作人员将通过专项评估模型及其
后台软件进行评估，确定为高危人群
者可前往海南省肿瘤医院进行免费
临床筛查。

2019年高危人群临床筛查总数
为5000人次，将根据患者病情，有针
对性地安排检查项目，包含肺部低剂
量CT、乳腺超声和乳腺X线摄影、肝
脏超声、上消化道内镜和指示性病理
活检、AFP检测等。

我省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45岁到74岁的海口常住人口可免费筛查五种高发癌症

各幼儿园招生方案显示了招生网上报名时间、摇号时间、资格审查时间和录取时

间。家长可登录各幼儿园相关网站，或关注其微信公众号，获取各幼儿园招生信息。

本报博鳌7月6日电（记者符王
润 实习生邓欣）“博鳌不仅自然环境
优美，举办会议的场所也很好。”7月4
日至7日，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
分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博鳌举办，让
第一次来到博鳌的中国医师协会秘书
长李松林，对博鳌的认识从“听说”到
亲身感受，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松林认为，海南发展健康产业，
首先有着政策上的优势，中央赋予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国九
条”政策，让这里能够在健康产业发展
的道路上先试先行。同时，海南地处
热带，和内地相比，有着独特的地理风
貌和自然景观。“在这里，通过国家赋
予的优惠政策，我相信会逐渐孵育出

很多新的技术和一些有特色的医疗服
务，吸引广大患者前来就医。”

李松林认为，人才是海南健康产
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他表示，需
要更多的人才不断地参与到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工作中，不断
扩大其内涵。同时，要保证先试先行
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后续的相关

措施保障要跟上。另外，要加大对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宣传，
让更多专家参与到这里的发展，也让
更多百姓知晓这里的医疗服务。

在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
会副会长蔡广研看来，海南发展大健
康产业的定位十分准确。他表示，海
南近些年的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很快，

政府对健康产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很
大的投入和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前景
光明。“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医疗技
术和国外相比差距并不大，只是有一
些政策方面的局限性。而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可以让更多
患者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蔡广
研说。

省外医学专家热议海南健康产业发展

海南健康产业前景光明

万宁启动“我用双手
挣路费”活动

本报万城 7月 6日电 （记者袁
宇 通讯员裴翠 梁振玮）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共青团万宁市委获悉，2019
年万宁“我用双手挣路费”爱心助学活
动正式启动，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包
括爱心岗位征集、贫困学子申报阶段、
贫困学子实习等。在完成实习后，贫
困学子将获得1500元至2000元不等
的上学路费。

据了解，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圆梦
大学，筑梦人生”，共青团万宁市委将通
过组织爱心企业、单位，为贫困大学生
和高三毕业的品学兼优准大学生，特别
是精准扶贫对象家庭的学生提供爱心
实习岗位，帮助这些学子解决上学路
费，同时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据悉，活动将持续至8月。其中
贫困学子的实习阶段将自7月22日
起，持续至8月23日。贫困学子在实
习期可与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协议，实
习结束后可获得1500元至 2000元
不等的上学路费。表现优异的贫困
学子还将优先纳入今年的助学金资
助范围。

海口8所公立幼儿园招生摇号名单出炉，港湾幼儿园摇号结束

快来看！有没有你家孩子

临高调楼渔港：

渔船“休假”
渔民不休

近日，临高县调楼镇各
个渔港停满了渔船，虽是休
渔期，但是渔民仍然忙碌
着，他们补网、修船、保养渔
具……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以迎接捕捞季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各幼儿园摇号时间

海口市教育幼儿园
7月9日9：00

海口市中心幼儿园
7月8日9：00

海口市卫生幼儿园
7月8日15：00

海口市机关幼儿园
7月9日9：00

东方开展“百日冲刺”行动
在扶贫工作上持续发力

本报八所7月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苏群）“现在有了新房，我们一家人睡觉都踏实
了！”近日，东方市感城镇生旺村贫困村民李文
霞说。过去，她不仅要照顾患病的婆婆，还要担起
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居住无保障。如今，看着在政
府帮扶下刚盖好的新房子，李文霞不禁潸然泪下，
由衷感谢扶贫好政策。

日前，在东方市感城镇生旺村，脱贫攻坚中
队、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正在挨家挨
户走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开展大排
查，做细做实脱贫攻坚每一项工作。感城镇生旺
村脱贫攻坚中队长吴定标介绍，当前已对全村的
175户进行排查，29户贫困户已经有17户脱贫
了。接下来，村里将针对剩余贫困户继续开展强
有力的帮扶工作。

一直以来，东方市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今年6月20日，
东方市吹响脱贫攻坚夏季“百日冲刺”行动号角，
全市各级帮扶部门迅速行动，进村入户，进一步强
化责任担当，转变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思路，以更
务实的举措在脱贫攻坚路上持续发力。

在危房改造方面，东方市房管局局长阮建辉
说，今年东方共有1311户危房改造贫困户，截至
6月30日，全市已开工1461户，开工率为100%；
竣工1427户，竣工率为108.8%。

而随着脱贫攻坚夏季“百日冲刺”行动的深入
开展，东方市各级帮扶部门狠抓问题整改，着力推
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今年以来，东方全市5个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已开工建设，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东方市卫
健委派出多名医生进驻乡镇、村卫生室，强化基层医
疗保障服务；东方市教育局采取“双线控辍”方法，成
功劝返8名辍学在家的贫困户家庭学生返校，落实
发放教育特惠性资助9916人，约110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