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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保城7月16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璐）“岂是巨灵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7月16日下午，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在五指山至保亭至
海棠湾高速公路项目（山海高速）4标
段金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十几根如擎
天巨柱般的桥墩耸立于群山之间，绵
延伸向远方。

而在桥墩之上，工人们正头顶烈
日辛勤工作。“金江特大桥是山海高速
项目全线最高的桥梁，其中最高的桥
墩达64米，有20多层楼那么高，目前
还在进行桩基的施工。”山海高速4标
项目副经理罗宪说，这么高的桥墩，工
人们顺着梯子爬上平台施工都要耗费
将近10分钟。

据悉，金江特大桥总长1050米，共
28跨，目前已完成了30片箱梁、12个
空心薄壁墩、18根圆柱墩的架设工作。

罗宪介绍，空心薄壁墩施工是山
海高速项目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施工
工期紧，外观质量要求高，安全风险
大，项目部经过综合考量选用了液压
滑模施工工艺，并着重加强混凝土性
能指标控制，“从现在已经完成的10个
高墩来看，结构尺寸、垂直度、外观质
量等都控制较好，达到了预期效果。”

据介绍，今年年底前，金江特大桥

预计可以完成全部桥墩的施工，明年
春节前，有望完成整座桥梁的贯通。

而该项目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得
益于该标段的自采石场。在当前海南
省重点交通项目多、筑路材料供应紧
张的情况下，山海高速项目自采石场

安装的两条碎石生产线，日均产能超
过4000立方米，能够满足全线的大部
分碎石供应。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采
石场的施工便道和场地全部进行了硬
化处理，还安装了自动喷淋系统，确保

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对碎石
生产线和料仓进行全包封，场地四周
边坡也进行了绿化美化，从源头上将
噪音和粉尘降到最低。

据了解，山海高速公路是我省高
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点

位于五指山市通什镇，顺接G9811中
线高速的五指山连接线，终点位于三
亚海棠湾区，连接G98东线高速，路
线全长55.865km。目前，该项目正处
于路基施工阶段，各项建设正按计划
稳步推进中。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
奕霖）《人民日报》2019年 7月16日
12版刊发人民日报记者丁汀的报道
《海南八音 声声不息》，并配发记者手
记。报道聚焦海南多样化探索海南八
音传承与创新。记者手记提出，要激
活非遗的传承基因。传承美好，要注
重发现，更要鼓励参与；传承美好，根
植自信，不能只挂在口头上，而是要落
实在行动上。

报道指出，海南八音始于唐代、
兴于明清，现存工尺谱仍有500余首
流传。海南八音因采用弦、琴、笛、

管、箫、锣、鼓、铙八大类乐器演奏而
得名，旋律有欢快有忧伤。作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流传千年的
海南八音，记录着当地人的点滴生
活，承载着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情
感认同，是一种特殊的记忆载体。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面，
海南八音面临着受众减少、创作人才
匮乏、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探索有待深

入等共性问题。
报道介绍，为了留住这份文化之

音，从提供排练和演出场所到开办校
园培训班，海南进行了多样化的探
索。海口美兰区组织起一年一度的
八音比赛，吸引了不少民乐爱好者的
关注；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
建好，首先免费开放八音练习室。同
时，有学校创办八音班，并解决师资

问题，让孩子们得到了更完备的音乐
教育。传承与创新方面，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将传统的工尺谱变
成简谱；八音队创作新曲目，增加了
声音更清脆、节奏更明快的古筝，厚
重悠扬的大提琴。但大家认为，传统
也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比如椰胡、喉
管定音低，味道更足。

报道中说，只要找到合适的方

法，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依然可以找
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还有发展之
势：从2008年至今，美兰区的八音演
奏队已经从8支增加到25支；美兰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少年八音培
训班参加人数逾400人。不仅是美
兰区，从秀英区石山镇到龙华区新
坡镇，海口每个区镇都有自己的八
音队。

《人民日报》聚焦我省多样化探索海南八音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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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
陆续送达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陈佳佳）7月15日，从邮政投递员手中接到来自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后，海
南华侨中学高考生李佳骏离自己的飞行员梦想更
进了一步。这也标志着2019年我省首批高考录
取通知书投递和邮寄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对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全部执行专人、专区
操作，专袋封发，按照特殊安全需求的邮件进行操
作，由系统实时监控邮件状态，异常邮件自动预
警，确保邮件安全和时限。在投递时，将电话预
约，严格核实、验证考生或代收人身份后进行当面
签收。遇到特殊情况，会与考生本人取得联系后
根据考生本人要求安排转寄或再次投递，直到考
生顺利领取通知书邮件。

考生可以在电话和官网等传统查询方式的基
础上，通过关注“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
信或支付宝“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生活号，随
时查看录取通知书寄递派送状态。

同时，海南邮政提醒考生和家长，高校的录取
通知书都采用EMS邮寄，如收到任何非邮政工
作人员投递的高考录取通知书，请提高警惕。

海口4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

城西片区将建
产学研一体化城区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张期望 实习生
王俊乐）7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海口市海秀、新埠岛、城西、海
甸岛（含美丽沙和海甸溪北岸）等4个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修编版）已编制完成。未来，城西片区
将打造产学研一体化城区。

目前，4个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已进入公示
征求意见阶段。海秀片区规划范围东起丘海大
道、西至永万东路、北起海秀西路、南至椰海大道
以南约2公里处，今后将打造成科创产业聚集的
水岸科创智慧城，并突出地区工业遗产价值。城
西片区规划范围东至龙昆南路，西到丘海大道，南
至椰海大道以南1600米处，北邻南海大道，旨在
打造科技商务、活力人文、宜居生活、开放共享的
产学研一体化城区，是海口市重要的高新技术产
业区和生态、绿色、人性的新型综合区。新埠岛片
区规划范围为整个新埠岛，总体定位为一个开放
自由、创新集聚、彰显时代活力与海岛魅力的国际
创新自在岛。海甸岛（含美丽沙和海甸溪北岸）片
区规划范围为海甸岛全岛，未来将被打造成海口
市乃至海南省知名的人文休闲宜居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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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踢正步，
莫让环卫工人伤身又寒心让公共资源最大程度造福公众

■ 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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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汛当前须筑牢“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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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学生应严查
陕西商丹高新学校的初一女

生婷婷因成绩差遭班主任王某长
期辱骂一事引发广泛关注。目前，
涉事教师王某已被记过处分并撤
销教师资格。

将惩戒权还给老师，如何拿捏
分寸是门艺术；批评学生也要注意
尺度，否则会适得其反。陕西的这
位王老师显然没有把握好批评教育
的尺度，把辱骂欺凌当成批评，这已
不单单是“言语上有些不妥”，而是
赤裸裸的教育暴力。辱骂事件发生
后，学校部分管理者表现出态度上

的冷漠、认识上的模糊、行动上的迟
缓，都说明该校并未充分认识到事
情的严重性，对肆意辱骂学生的教
师有包庇纵容之嫌。因此，撤销王
某教师资格只是第一步，还要依法
依规追责其法律责任。唯有如此，
才能警醒他人。这正是：

只因学生成绩差，
老师每天将她骂。
粗暴歧视缺师德，
撤销资格再严查。

（图/王铎 文/魏燕）

@人民日报：彰显人文关怀不等
于不作为，维护企业形象更不是“护犊
子”。精神病患大闹国航班机一事，国
航回应了纠纷，但一句“个人因私出行”
却有避重就轻之嫌。其实公众并不怀
疑体恤特殊病患的意义，然而彰显人文
关怀不等于不作为，维护企业形象更不
是“护犊子”。说到底，全体乘客的出行
权与公共安全更重。服务业以体验为
王，听得进批评，才能飞得更稳。

@中国青年报：“章子欣父亲”被
冒名发文，流量先行让新闻伦理丧
失。杭州女童章子欣失联溺亡一事备
受关注，百度新闻编辑在未经许可的
情况下擅自发表一则动态，以父亲的
口吻表达了对女童的哀悼。这种越俎
代庖之举被网友强烈谴责。而跳出事
件之外，单看百度新闻编辑发表这条
动态的行为，体现出的则是新闻媒介
素养的匮乏和新闻伦理的缺失。

@广州日报：提高课程质量，杜
绝“慕课代刷”。付费刷课业务形成
灰色产业链，花钱刷课的学生得高
分，认真听课的反而得不到高分，这
样的行为不仅违背诚信原则，更有损
公平性，必须予以坚决制止。要从根
本上杜绝刷课现象，除了加强管理，
关键要提高在线课程的质量，让学生
真正爱上慕课，学有所获。 （魏 辑）

媒体报道，自今年 7 月起，海口
市美兰区 25 所中小学校操场和体育
设施免费向公众开放，受到市民欢
迎，纷纷前来“打卡”健身。（7月16日
《海南日报》）

美兰区的这一举措，赢来市民点
赞连连，实属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
们的健身需求水涨船高，但由于城市
小区及周边缺乏运动场地和体育设
施，日常健身往往“展不开手脚”。如
今，中小学校运动场地和体育设施向
公众敞开大门，意味着市民健身有了

一个好去处，也省了一笔去健身馆锻
炼的开销。另一方面，很多中小学校
的体育资源除了学生在校时得到利
用，其他时间都“躺”在那儿，从某种
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浪费。在不影响
学生日常使用情况下将这些资源向
社会开放，无疑可以使其得到充分利
用。这两笔“账”，一个是“经济账”，
一个是“民生账”，都不难算。

近年来，开放一些姓“公”资源，
如公立学校的运动场地、体育设施，
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政府机关的停
车场、卫生间等，公众的呼声不小。
然而，现实中不少单位对此热情不
高，往往“按兵不动”，以致一些公共
资源的开放，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

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究其原因，未必
是这些单位都不会算“账”，也未必全
是把公共资源当成了“单位财产”，更
主要的恐怕是被一些问题“绊住了
脚”：一怕增加管理成本，二怕增加管
理难度，三怕资源遭到滥用。从这个
角度来说，美兰区将中小学校体育资
源免费向市民开放，表现出了一种勇
气，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能把这件
事办扎实，产生了好效果，将会激励
更多企事业单位参与进来，让公共资
源最大程度造福公众。当然，做到这
一点，不能只靠某个单位“单兵独
进”，而需要“众人拾柴”。

概而言之，中小学校免费向公众
开放体育资源，涉及的“人”，主要是

相关学校、前往健身的市民和城市管
理者。对相关学校来说，需要应对的
是，开放之后，面对大量市民进校锻
炼健身，如何做好场地管理、设施维
护。倘若只是把校门打开了，管理却
没有跟着提上去，相当于好事只做了
一小半。对前往健身的市民来说，应
该意识到的是，在免费开放的校园里
健身，既是锻炼身体，也是考验公德
修养。如果不能体会校方管理的难
处，“不拘小节”“率性而为”，不仅会
给相关学校增添烦恼，也会让那些等
待观望的学校、单位望而生畏。对城
市管理者来说，应当心里有数的是，
相关学校免费向公众开放体育资源，
实际上是在为城市管理分忧。因此，

城市管理者对相关学校面临的困难
和存在的担忧，比如，据有关部门测
算，一所学校对外开放运动场地的
运营成本每年超过 40 万元，这笔钱
该由谁出、怎么出？再如，运动锻炼
有时难免出现意外，其中风险该如
何规避、分担……都需要充分考虑，
并下功夫完善制度设计，做好规范
引导。否则，会有转嫁责任之嫌，既
难以鼓励“先行者”，也难以激励“后
来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凡事一旦
开了头，后来就不大难办。大家事大
家办，大家都给力，一切事情都好
办。让公共资源最大程度造福公众，
更是如此。

时下，全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
汛关键期。大汛当前，构筑起牢固的
抗洪“防御工事”首当其要。打赢洪
涝灾害“防御战”，各地、各相关部门
必须事先筹谋，提早部署，走在洪水
前头。

已经到来的洪水气势汹汹——
长江中游九江江段超过警戒水位并
缓慢上涨，珠江流域西江第 2 号洪
峰来袭。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和台风
也在跃跃欲试——气象水文部门预
测，“七下八上”期间，长江中下游、
黄河、海河和松花江部分水系、辽河
等将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同时，
一个月内将有两三个台风登陆我
国，防汛抗洪形势严峻。

防汛抗洪，首要在防。各地、各
部门首先须在“防”上下功夫，提前开
展预测预报，提早安排部署洪涝灾害
防御，拿出管用的实招，将防御部署
落到实处。

必须防住重点江河。预报可能
发 生 较 大 洪 水 的 长 江 中 下 游 、黄

河、海河和松花江部分水系、辽河
等流域汛情，是构筑抗洪“防御工
事”的重中之重。必须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进一步分析本流域、本区
域的防御形势，做到心里有底、应
对有方。

水库和堤防安全同样须防。“七
下八上”期间降雨偏多的北方地区水
库安全必须重视和提早准备，长江流
域超警戒和超保证水位河流、薄弱堤
段，同样要严加巡查和防守，确保堤
防安全。

整个汛期，对山洪灾害的防御也
不容忽视。目前我国山洪灾害防御
尚有不少短板，必须加强山洪灾害防
治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完善预警发布
机制，保障预警信息充分覆盖。同
时，强化群测群防体系，各级政府应
切实担起责任来，强化山洪灾害防
御，减轻山洪灾害损失。

此外，救援能力建设必须未雨绸
缪。尤其是对预报预测可能发生较
大洪水的地区，提前预置救援力量，
做好队伍、物资、装备等相关准备，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启“烧烤模式”。然而
在山西忻州，一群环卫工人却在高温下踢正步
搞“团建”。在热传的视频中，约 60 位男女环卫
工人，身穿橘红色工作服，踏着音乐节拍，在公
路上高喊“一二一”走方阵。当地相关部门回
应：“走正步”始于去年底，是为了增强组织性、
凝聚力。网友对此举的必要性和真实成效产生
质疑。

环卫工人走正步，整齐划一的漂亮形式有
了，热闹的场面也有了，但真能增强组织性、凝聚
力吗？答案可想而知。环卫工人本就担负着较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作之余上街踢正步，这无
疑加大体力消耗，更何况是在高温之下进行，只
能让他们身心俱疲，结果恐怕适得其反，热闹了
街道，却可能冷了环卫工人的心。

这场引发舆论讨伐的闹剧，看上去是方式方
法问题，实质上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映。走正
步常见于军人日常训练及学生军训等，的确有助
于增强组织性和凝聚力。相关部门的初衷可能
是好的，但对于年纪多在40岁以上的环卫工人群
体来说，他们并非专业军人、也没有青年的强壮
体魄，在炎炎夏日走正步，说是“团建”，不如说是

“折腾”。当地相关部门只知照搬军事化管理模
式，却不顾工人们的实际情况，把功夫都花在了
形式上，只管表面“热闹”，不管效果如何，缺少的
是人文关怀，背后却是形式主义在作祟。

其实，要想增强凝聚力，只要用心，方法很
多。环卫工人作为基层劳动者，干活累、环境
差、待遇低，这都是不可忽视的现状。不妨拿出
实招，解他们之忧，方能凝聚人心。一方面要保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比如，提高待遇、减轻工作
强度、按时发放高温补贴等等；另一方面，还应
多些人文关怀，比如街头巷尾一声真心的问候，
冬日里一杯热茶，夏日里一碗绿豆汤……这些
润物细无声的关心，远比那些喧嚣的花招管
用。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尊重之下，他们的工作
干劲和热情自然高涨。

“高温下踢正步”引发网友一致反感，可见，
“形式主义”站不住脚跟，收服不了人心，更遑论
增加凝聚力。善待城市美容师，尊重基层劳动
者，少点套路，多些实招才是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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