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节日·中秋

本报海口9月 11日讯 （记者
邓海宁）9 月 13 日是传统佳节中
秋节，届时不少市民游客将到万
绿园、西海岸、白沙门公园等地赏
月，为确保中秋节当晚海口道路
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将根据交通情况，
适时对海口市区的部分路段实行
交通管制。

海口交警提醒市民，凡通过
管制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
遵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或交通

标志指示行驶。中秋节当天20时
至 22时是停车高峰时间，停车场
可能饱和，建议市民游客在该时
间段选择周边停车场地停好车辆
步行至活动地点，或选乘公交车、
出租车出行。

中秋夜海口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滨海大道（粤海大道与滨海大道交叉路口以东至四二四路口）

玉兰路、民生路、世贸北路、红棉路等万绿园西侧路段

玉沙路、世贸东路、金贸中路、金贸西路、明珠路、国贸大道、金龙路等国贸和世贸路段

龙昆北路、世纪大桥、滨海立交桥、海甸五西路、人民大道、碧海大道、白沙门公园门前路段等

交通

交通管制时间：9月13日19：3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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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9月11日上午从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中秋节假日
期间，我省天气总体较好，气温适
宜。东部和中部地区部分时段有阵
雨或雷阵雨，对户外活动有轻微影
响；中秋节之夜全省大部分地区天
气较好，适宜赏月。

中秋天气适宜赏月

白天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
夜间南部地区有阵雨，其余地区云量不多，适宜赏月
海边风力不大，总体有利于在海边进行各种活动

9月13日至15日

天气

中秋节当天（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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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艳玫

在三亚驾驶公交车的11年间，她6次
识破扒手行窃行为并勇敢制止，帮助乘客追
回被盗财产；同时她用心服务好乘客，从未
因服务而接到有责投诉，也无交通安全责任
事故……她被大家称为“三亚最美女司机”，
她就是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
员杨桂秀。

9月5日，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
在北京举行，杨桂秀获得“第七届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荣誉。“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是大家对我的认
可。今后我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
工作，去帮助更多的人。”杨桂秀说。

在崖州古越与凤凰岛两个站点间往返，
线路长度为25公里，单程时间为70分钟
……作为三亚9路公交车的一名驾驶员，杨
桂秀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保证每位乘
客生命财产安全。

时针拨回2014年11月4日，杨桂秀当
时驾驶的8路公交车停靠在第一市场站点
等待乘客上下车。“我的手机不见了，是谁拿
了我的手机。”最后一名上车的乘客突然喊
道。此时站在前车门处的一名男子慌张下

车，见此情景的杨桂秀立刻拉起驾驶座旁的
安全护栏下车，抓住男子的手并大声呵斥

“拿出来”。原本想狡辩的小偷，被杨桂秀严
厉的态度所震慑，主动交出手机。亲眼看见
现场情景的游客张景武十分佩服杨桂秀见
义勇为的举动，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来三亚
旅游，发现三亚不止景色美，人更美。”

此后，在工作中，杨桂秀仔细观察小偷
行为举止特征，每当发现可疑对象她便立即
按下车内播报温馨提示的按钮，提醒乘客保
管好个人随身物品，以防丢失。

杨桂秀也曾因为抓小偷而受伤。2015
年1月15日，杨桂秀发现一名男子行窃后
想逃走，她快速伸手拽住小偷的衣服，小偷
挣扎着往车外逃窜。“当时我的手臂被卡在
投币箱与防护栏中间，但是我仍紧紧抓着小
偷。他见我如此用力，慌忙丢下外套和手机
逃走了。”杨桂秀说，能够帮助乘客追回财
产，受点伤不算什么。

杨桂秀的丈夫在心疼她的同时，也担心
她被小偷打击报复。“我做的都是正义的事
情，没必要害怕。作为一名公交车驾驶员，我
们不仅要把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还要保证
乘客在乘车途中的人身财产安全。”杨桂秀的
语气十分坚定。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

三亚公交车司机杨桂秀：

十一载全心守护乘客平安

德耀天涯 ——我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本报定城9月11电（记者陈奕
霖）今年中秋佳节，定安县将在南丽
湖国家湿地公园举行星空露营活
动，届时将有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00
名露营爱好者共同在南丽湖赏月、
品美食。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11

日从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获悉的。

为扩大旅游消费，加大旅游宣
传推广促销工作，有效结合节假日
客流高峰期，吸引更多游客到定安
休闲度假，海南日报与定安县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共同举办“共赏
团圆月·露营南丽湖”星空露营活
动。活动将于9月13日至14日在
定安南丽湖举行，活动内容包括星
空音乐节、互动抽奖、篝火晚会、露
天电影、星空露营等。

共赏团圆月 露营南丽湖活动

9月14日
海口部分区域停水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记者
邓海宁）为配合推进省府北－白龙
南交叉路口互通工程建设，海口威
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将于9月14日
迁移位于海府路太子道附近的
DN1200供水管道，届时，需关闭海
府路方向的供水主管道阀门，海口
部分区域将水压偏低或无水。

管道迁改作业期间，海口威立
雅水务有限公司将启动相应保障
供水应急预案。恢复供水后，请留
意观察水质情况，如有浑浊现象请
先排水至干净后再使用。如需帮
助可拨打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
963111。

厕所建好，
更要用好和管好
■ 本报记者 袁宇

俗话说，人有“三急”。但往往会
出现这样的尴尬：一时之间找不到公
共厕所，或找到厕所但无法使用，或厕
所环境脏乱差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在这种大环境下，更应该抓好厕
所管理，建好的厕所一定要确保用好，
发挥最大效应，让每一间公厕都能真
正派上用场，让公众不再遭遇“如厕
难”，既保证厕所资源不浪费，又切实
解游客之所急。

同时，公厕也是一个地方的形象
窗口。要做实公厕环境卫生管理，定
期进行维护。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更
舒心的如厕环境，展示城市文明形象。

■ 本报记者 袁宇

洗手池中积着一层厚厚灰尘，
地砖上散落着矿泉水瓶等垃圾，厕
所大门紧锁……这是 9月 11日 12
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琼海市彬村
山华侨经济区侨乡文化广场厕所看
到的景象。

目前，侨乡文化广场已完成施
工，在靠近舞台的一个房间内放置
着音响等设备。记者在文化广场后
台发现，2间厕所均被上锁，正对着
厕所门的2个洗手池内均落满了厚
厚的灰尘，洗手台与厕所间的地砖
上满是污渍、灰尘，还有一些矿泉水
瓶等垃圾。

侨乡文化广场的公厕无法使用，
记者按照地图提示，在侨乡文化广场
边的一栋办公楼一楼又找到2间厕
所，男、女厕分开，大门正对侨乡文化
广场，但厕所的铁栅门紧闭，“铁将
军”把门。铁栅门上也积了一层灰，
锁头上已经出现锈迹。记者透过厕
所的窗户看到，厕所内设备完好，环
境也比较整洁，但由于大门紧锁无法
使用。

在侨乡文化广场散步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他家住在附近，偶尔会到
此散步、锻炼，这处文化广场是在原
来旧戏台的基础上改建的，在他印象
中已经完工有一段时间了，但厕所一
直没有开放使用。平时他们会到距

离文化广场不远的彬村山华侨经济
区管委会办公楼内的厕所方便。

海南日报记者从彬村山华侨经
济区管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目前侨乡文化广场虽然完成了
建设，但文化广场的厕所平时不对
外开放，只有当在文化广场上举办
大型活动的时候才会暂时开放厕
所。该工作人员还表示，厕所有专
人负责管理，在不开放的时候会锁
住门。靠近侨乡文化广场的办公楼
目前仅作为会议室使用，平时也会
关闭，厕所也会关闭。但管委会办
公楼的厕所一直都对外开放，方便
游客或居民使用。

（本报嘉积9月11日电）

琼海彬村山华侨经济区侨乡文化广场：

厕所被锁没法用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罗颖

“自从换成玻璃钢三级化粪池之
后，村里再也没有出现污水横流的现
象了。”9月11日，在琼海市博鳌镇沙
美村，70岁的村民何廉敏高兴地说。

早在2018年上半年，沙美村就全
面完成了农户厕所改造提升工作，全
村245户全部换用玻璃钢材质三级化
粪池，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生活污水
全部通过管道进入生活污水处理站集
中处理。

如今的沙美村，村内草木葱茏，风
景优美，生机勃勃。“没有完成改厕工
作前，时不时有污水横流，没有这么美
丽的景色。”沙美村党支部书记冯锦锋
说，沙美村将改厕工作与美丽乡村建
设结合推进，2017年，村委会在建设
美丽乡村前开展全面调查，“那时全村
245户都有厕所，但多数不符合标准，
需改造。”

为此，沙美村按照博鳌镇政府的统
一要求，使用政府提供的玻璃钢材质三
级化粪池对农户的厕所进行全面改造，

把各村民家中的厕所改建成无害化卫
生厕所，并把污水排入污水管网，由同
步建成的生活污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
理。生活污水通过层层处理后，最终化
为清流排入村内的红树林生态湿地。

冯锦锋介绍，建一个玻璃钢材质
的三级化粪池需要1000元左右，而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博鳌镇政府为全镇
17个村统一提供玻璃钢材质三级化
粪池，不需要村民另外出钱，得到了村
民的大力支持，“现在在建的房屋和计
划新建的房屋都预留了玻璃钢材质三

级化粪池，以后家家户户都将用上无
害化卫生厕所。”

除了做好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的
改造提升，沙美村还在村内建设了4座
旅游公厕，同时还有专门的保洁员进
行保洁、管理。“我负责每天补充卫生
纸，清扫厕所，保证厕所环境整洁。”贫
困村民陈秋月既是村里的保洁员，同
时也是2座公厕的管理员，每天打扫完
村道后，她就会去清洁自己负责的公
厕，“一个月有1200元工资，日子比以
前宽裕了。”（本报嘉积9月11日电）

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

农村改厕与美丽乡村相得益彰红榜

黑榜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31年来，他一直坚守在平凡的岗位
上，日复一日，做着无数繁琐而平凡的事情，
任劳任怨，是名副其实的‘老黄牛’。”这是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治处主任吴刚对姬
卫东的评价。

姫卫东，今年50岁，是海口交警支队秀
英大队滨海路区中队民警。1988年4月参
加公安工作至今，他31年如一日，顶着烈日
或迎着风雨，在马路上坚守，维护着海口道
路交通秩序。

“铁面交警”5年执法零投诉
在海口市秀英辖区，姬卫东秉公执法，

5年来执法未被群众投诉。据统计，2012年
至2017年，姬卫东共查处各项违章4800余
起，开具简易处罚决定书2361份、强制处罚
决定书1986份、违停告知单324份。

在海口市“双创”工作中，姬卫东阳光执
法，铁面无私，协助中队长带领中队民警协
警共同查处各项违章1.2万余起。在执勤
中，有人因交通违法托人说情，姬卫东一律
严词拒绝。“越是朋友、越是亲人，越不能纵
容其违法违章行为。”姬卫东说。

热心救助群众获称赞
2015年5月14日上午10时许，姬卫东

带队巡逻至海秀桥路段时，发现一名男子在
海秀桥上欲跳桥，他立即将情况上报并协助

消防、治安等各部门救援。姬卫东和其他
10余名同事，在36℃高温下，在现场连续执
勤4个小时，顾不上吃午饭。当天14时许，
该男子被顺利救下，他疏通车流后，最后一
个撤离现场。

2014年“威马逊”超强台风影响期间，
姬卫东连续2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同事们
见他一个老交警都这样坚守，深受感染，大
家齐心协力，克服了通讯中断、物质保障不
足的困难，保证了辖区的交通畅通。期间，
姬卫东还救助被广告牌砸伤的市民，护送因
积水受阻无法回家的路人，受到群众赞扬。

奋战抗雾保运第一线
2018年春节期间，琼州海峡出现罕见

的连续大雾天气，导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
和南港的几千辆过海车辆发生滞留现象。
在抗雾保运攻坚战中，姬卫东负责秀英港交
通疏导工作，连续9天轮班带头上岗。

“当时滞留的旅客车辆很多，姬卫东只
能根据各个路段的车流情况逐一放行。”海
口交警支队秀英大队教导员严乙淇说，一
些旅客不理解，出言辱骂，但姬卫东仍然耐
心劝导。

“平时在执法中，偶尔会遇到群众对合
理执法行为予以抗拒并出言辱骂，在这种情
况下只能耐心劝导。”在姬卫东看来，交警肩
负着极大的社会责任，执法时一定要理智，
绝对不能带有个人情绪。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海口交警姬卫东：

三十一载全力保障城市畅通

寻找海南最美基层民警

关注“大三亚”旅游圈产品与营销创新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主题酒店度假游、特色景区深玩游、
免税购物休闲游、蜜月婚庆度假游、“幸福
三亚”微婚礼……近日，“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的旅游企业赴四川成都、乐山进行推
介，推出的“十全十美”系列主题旅游产品
受到青睐。

作为游客接待量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区
域，近年来，“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各市县在
旅游营销和产品创新方面加强联动；同时举
办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谋
划升级更多旅游产品，激活“大三亚”旅游发
展新动能。

转型升级：创新旅游产品体系

当前，新一轮的消费升级悄然兴起，旅游
市场逐渐细分，有特色、有内涵、有品位、高质
量的旅游产品消费热度持续走高，“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的旅游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年7月，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
设计大赛启动，活动将评选出50条精品旅
游线路在国内外客源市场进行营销推广。

三亚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总干事王
健生介绍，各参赛单位围绕特定目标客源市
场需求和19个深玩主题产品类别，设计出
了一系列主题化的深玩产品。例如，一家参
赛旅行社瞄准珠江三角洲市场，以美食旅游
为主题，推出“大三亚5天4晚美食深度游”
备受青睐。还有不少参赛单位围绕“玩海”
这一概念，推出游艇旅游、帆船旅游、游船旅
游等丰富多样的主题产品，以及设置了游船
旅游夜游线路、水上飞机低空飞行线路、“水
上飞机+邮轮深度西沙玩海之旅”等独具三

亚海洋旅游特色的线路产品。
三亚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各市县将以活动和赛事为契
机，创新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大力推进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强化联动：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日前在成都举办的“大三亚”旅游推介
会上，三亚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成都来
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旅行运营商
组团社代表和旅游达人团共同启动“大三
亚”特色主题线路踩线暨资源采购活动，将
探索打造差异化及互补化的特色旅游产品。

此外，今年8月，三亚旅游行业协会联合
会携手海南省旅行社协会和三亚市旅行社协
会，组织60余名岛内旅行社代表，分别对陵
水、保亭、乐东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进行踩
点体验，充分挖掘“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资源
优势，优化设计旅游线路，提升旅游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首届“大三亚”旅游产品
创新设计大赛不仅吸引了旅行社参与，还有
不少景区和酒店报名参赛。王健生认为，景
区和酒店参与设计和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
品，有益于旅行社和在线旅游平台围绕延长
游客停留时间等方面，创新开发产品，使得
旅游线路统筹的上下游形成联动格局。

三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军表
示，创新推出一批符合市场需要、引领现代
休闲度假旅游消费潮流的新产品，积极培育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
点，将进一步增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魅
力，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本报三亚9月11日电）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加强旅游产品体系创新

产业转型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中秋夜天气如何？哪些道路将交通管制？有什么亮点活动？

中秋服务指南，看这里！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林
琳）中秋佳节将至，省教育厅9月10
日印发通知，就做好中秋、国庆（以
下简称“两节”）期间校园安全工作
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各校强化红线
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加强

“两节”期间校园安全工作的组织领
导，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在
节前开展专项安全教育工作，特别
是要教育中小学生游泳做到“六
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
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
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
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中小学生中秋游泳谨记“六不”
中小学生游泳“六不”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提醒

又一年中秋佳节将至。每
年，在“中秋”这个寓意美好、团
圆的日子里，都有不少市民游客
选择出游赏月。

省气象台预计，今年中秋节
假日期间我省天气总体较好，有
利于户外活动和中秋赏月。海
口交警也发布了出行提示，中秋
节当晚，赏月人群较为集中的万
绿园等地周边将实行交通管制。

除了赏月，中秋当晚还能怎么
玩？露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9
月13日至14日，定安南丽湖将有
星空露营活动，等你来参与。

此外，有关部门提醒，在游玩
的同时，也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
开心过佳节。

影响区域
国贸片区、国兴大道以北、龙

昆路以东、滨江路以西、海甸岛、
新埠岛、滨海大道填海区等

停水时间
9月14日4：00--24：00

恢复供水时间
市政供水管道将于9月15日

8：00恢复正常供水
受影响各小区预计于9月15

日20：00恢复正常供水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多云有阵雨
其余地区多云、局地有小阵雨，降雨时对户外活动有轻微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