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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5日12时-10月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32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20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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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正值农历九月初九，是重
阳节。近年来，涉老年人的诈骗案件不断
高发，不少老年人因安全防范意识薄弱，
屡屡上当受骗。为提高老年人防骗意
识，在重阳节之际，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
骗中心为老年朋友送上一份大礼包——
防诈骗手册，以防老年人上当受骗。

健康讲座设陷阱：
先免费送礼再买假冒保健品

保健品诈骗是针对老年人实施的

最突出诈骗手段之一，呈现覆盖区域
广、涉案金额总量大、手法多样等特
点。骗子一般通过在小区超市门口送
鸡蛋、送食油等方式，吸引老年人参加
公益健康讲座，一些所谓的“专家”“医
生”会逐个给来参会的老人看病，只要
来的人“一概有病”，而且不治疗后果
很严重；随后在讲座上，会让你体验他
们的产品，还会有老人（其实是托）现
身说法。如果在公益健康讲座上还没
有被说服，就有工作人员到家进行回

访，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打“亲情
牌”。而买到的保健品大部分是假货
或没有什么功效。

提醒：不要轻易相信朋友圈中免费
赠送高价物品的信息，不要轻易转发。
很多健康讲座是骗子所为，在未经确认
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参加。

假冒公检法诈骗：
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

犯罪分子通过改号软件，将电话

号码显示为公检法机关对外公布的电
话号码，联系受害人。骗受害人说涉
嫌洗钱、贩毒、拐卖儿童，或者法院有
传票、信用卡透支、医保卡被冒用等。
诈骗分子扮演“警官”“检察官”“法
官”等角色，制作所谓“逮捕证”“通缉
令”“传票”，进一步迷惑和恐吓受害
人。打着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的幌
子，迫使受害人一步步掉进陷阱里，将
资金转入“安全账户”配合调查，实施
诈骗。

提醒：公安机关是不会通过电话做
笔录的，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
户”，更不会让人转账汇款到安全账户。
凡是以你“个人信息泄露、涉嫌洗钱、涉
案”等为由，主动帮你转接“公安机关”
的，都是骗人的。

理财诈骗：
将房产抵押借款骗取“委托书”

有的骗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让老人
将房产抵押给理财公司借款，骗取“委托

书”（而这份合同根本不是“以房养老”的
项目合同，而是一份包含公证书的借款
合同），然后低价出售房产，使不少老人
不仅失去了房子被赶出家门，还背上了
一身巨债。

提醒：真正的以房养老是将房子
抵押给保险公司，是按月领取养老
金，并不是每月多少的利息，只有老
人身故之后，保险公司才有房产的处
置权。

（本版策划/撰文 良子）

省反电信诈骗中心重阳节送老年朋友防诈骗手册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军号》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青春语言
书写革命青春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赵
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也是“古田会议”成功召开90周
年。在八一建军节登陆全国院线的
红色史诗电影《古田军号》，是今年一
部红色题材佳作，受到广泛赞誉。

作为国家电影局推出的七部献
礼片之一的《古田军号》，取材自古田
会议前后的历史，以红军少年小号手
的视角，讲述1929年红军从井冈山突
围到达闽西后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真实再现了青年革命领袖带领新生
的人民军队，在绝境中历经艰难探索
真理，开辟革命成功之路的非凡历
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
初心和使命。影片中不仅有求真务
实的革命领袖，也有普通老百姓与士
兵的真实写照，这无疑是对革命历史
的真实还原和全新写照。

电影由导演陈力执导，年轻一代
和中老一辈三代实力派演员王仁君、
王志飞、刘智扬、张一山、胡兵、孙维
民、李幼斌等协力出演。3600个镜
头、8000多官兵的调度、8个多月的后
期制作，还有主创团队深入革命老区
的学习、生活与采访，才让《古田军号》
得以绽放出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光芒，
让观众们见证了革命先烈的伟大。

“以往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创作中，可能会因为重视展现历史事
件而忽略塑造人物形象，但是这部作
品做到了两者兼顾，我们看见了这些
伟人更真实的一面，他们会有分歧、
会有争论，但这样的争论是伟大革命
家的思想碰撞，人们在这样的思想碰
撞中更能感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
卓识与领导艺术。”……该片在故事
题材选取、人物性格塑造和历史矛盾
表现等层面的新突破，引发广大观众
和网友们的点赞。

据了解，电影《古田军号》目前在
部分城市影院仍有排片，观众可前往
观看，也可关注相关视频网站。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碧海蓝天之间，椰树摇曳着长叶，
波浪轻抚着沙滩，一对对俊男靓女甜
蜜幸福地在拍摄婚纱照。这是10月
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三亚市三亚湾
沙滩上看到的诗画般美景。

“三亚的海景更美。”来自广东省
茂名市的新娘黄海青说，她的名字里
就有一个“海”字，从小特别喜欢海，所
以拍婚纱照选择的地点就是三亚。

“在三亚看海，更能感受到大海的襟
怀和气魄。”新郎颜星温柔地看着美丽的
新娘子说，“海碧天蓝，那是爱情的底色！”

在三亚拍摄婚纱照的，还有老家
是陕西省宝鸡市的新郎苟鑫涛与老家
是海南省儋州市的新娘吴月妹，他们
是在陕西读大学时开始相恋的。

“我们大学毕业3年了，现在要让大

海见证我们的爱情！”大学时学习热能与
动力专业的苟鑫涛笑着说，他目前在海
南一家供电公司上班，之所以离陕来琼，
根本原因是爱情的能量和动力使然。

在三亚的椰梦海滩及其他主要景
区，也不时看到拍摄婚纱照的身影。

“我们一名摄影师每天一般只服
务一对新人，会在三亚主要景区景点
拍摄取景。”在三亚长期从事婚庆摄影
的张文杰说。

这种服务模式，基本上已成为三亚
婚纱摄影的一种常态。祖籍甘肃、现在
三亚从事婚庆摄影的朱文林佐证了张
文杰的说法。朱文林认为，一天只为一
对新人拍摄，有利于业界提升服务水
平；让新婚夫妻在景区景点拍摄，为爱
情增添更美的底色，使婚庆摄影与旅游
业深度融合，将促进婚庆旅游业着力延
伸产业链。 （本报三亚10月6日电）

国庆假期，众多情侣选择到三亚海边、景区拍摄婚纱照，因为他们深信——

“海碧天蓝，那是爱情的底色！”

观影庆国庆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陈红艳

“快来看，这是革命战士当年穿过
的草鞋和衣物、使用过的大刀，那时的
物质特别匮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是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换来了我们
的幸福生活。”10月5日上午，在定安
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展馆内，
面对橱窗内复制版的琼崖革命战士曾
经的物件，来自海口的市民曾长英带
着9岁的女儿前来参观。

一大早，曾长英一家从海口出发，
驱车2个小时左右来到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曾长英计划带女儿参观
革命纪念展馆、重走红军路、寻访革命
遗址，让女儿了解琼崖革命历史。

“那个时候，受伤的战士在山洞里
没有被子，就把芭蕉叶裹在身上保
暖。”见到女儿摸着仿真塑像，曾长英
就给女儿讲起了历史细节。每到一处
有实物的场地，她都停下来给女儿作
讲解，使其能有更深的体会与感悟。

曾长英带着女儿前往距离展馆4

公里左右的红军潭，开启了一段重走
红军路之旅。

“这里的水好清澈，还可以看见小
鱼游来游去的。”来自屯昌的小朋友李
元说，他随着爸爸走过一条弯弯曲曲、
高高低低的羊肠小道，在两旁山林和
丘陵簇拥下，向红军潭走去。“1932年
秋，敌人攻入母瑞山后，10多名红军
伤病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不
被活捉受辱，怀抱钢枪从石壁上跳入
潭中，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潭水，后
来，当地人把这个潭叫做红军潭。”有

历史教学背景的爸爸给李元讲起了红
军潭的故事。

“这个路程走下来，虽有些辛苦，但
是特别有意义，让我感受到了当年红军
战士的艰辛，这个假期不一般。”在海口
第九小学读小学的连冠哲随着妈妈走访
了红军潭、琼崖特委、红军军械厂等多
处遗址，“我一定加倍努力，好好学习。”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相关
负责人表示，国庆期间，每天有100
多个家庭前来进行红色旅游，比往年
火热。 （本报定城10月6日电）

参观纪念展馆、重走红军路、听红色革命故事……

定安母瑞山成亲子红色游热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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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游客与国旗合影。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10月6日，小游客在琼海市龙寿洋兰花馆游

玩、留影。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10月6日，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参加PADI潜水课程培训的游客在学
习潜水。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10月4日，游客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文山古村进行采摘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熊丽 摄

依托骑楼历史 打造文化高地

老商号海口全丰泰
焕发新活力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计思佳）这个
国庆黄金周，骑楼老街上有一家文化餐厅火了
起来。这家餐厅由昔日的老商号“全丰泰”改造
而成，考究的装潢、地道的美食，吸引了许多市
民、游客前来“打卡”。

10月6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修葺一
新的全丰泰文化餐厅,整个人立刻舒畅起来。
餐厅以莫兰迪色为主色调，深棕色的沙发、砖红
色的椅子、豆沙绿的桌布，暖黄色调的灯光配着
造型别致的原木桌椅，每个细节的布置都尽显
复古风情。而最具南洋风情的彩色玻璃窗，又
给整间餐厅增添了活泼欢快的元素。

“经考证，‘全丰泰’原来以经营海味、干菜、
凉果为主。”海南华侨城骑楼项目负责人介绍。

今年5月，海口全丰泰开始试营业，涵盖早
茶、中餐、下午茶、晚餐。来店消费的顾客里，既
有头发花白的阿公阿婆，也有年轻时尚的年轻
人。除了餐厅，全丰泰还有吧台、红酒窖、休闲
娱乐室，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里享受到一
段美妙的休闲时光。

“自从今年6月逛骑楼时发现这个店，从此
这里就成了我和朋友喝早茶、下午茶的‘根据
地’。”家住国贸的李女士每周至少要开车来消
费4次，是全丰泰的忠实顾客。

全丰泰的天井处成为年轻人拍照的最爱。
阳光穿过头顶的玻璃倾泻而下，露天喷泉在阳
光下跳跃着，池塘里的锦鲤欢快地来回游曳。
从地面向上看，一楼为立柱、二楼为栏杆和楼
层。俯仰之间，古朴厚重的南洋气息扑面而来。

晚上6时，是全丰泰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歌手换上旗袍、拖地纱裙登场，《天涯歌女》《夜
上海》等一首首怀旧经典老歌瞬间把大家带回
旧日时光。

海南华侨城骑楼项目负责人介绍，在改造
过程中，该公司充分保留了骑楼的建筑文化，同
时又加入了新的时尚元素，获得了市民游客的
欢迎和认可。开业后，全丰泰文化餐厅的生意
越来越好，目前每天的顾客超过650人。下一
步，该公司将对骑楼片区的新华北、得胜沙、长
堤路、中山街、水巷口、博爱北按照6个不同主
题进行改造提升，最终把骑楼打造成为海口的
城市会客厅、文化新高地。

国庆期间我省乡村旅游旺

南方电网节日坚守
提供电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妍馨）“现
在博后村美出了名，国庆假日期间全村民宿天
天爆满。”10月4日，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经
营民宿的老板谭中仙喜笑颜开。

近年来，博后村作为三亚市规模最大的民
宿村，将“诗和远方”融入田园梦想，深受游客青
睐。今年初全村只有18家民宿，现在已增加到
25家；目前博后村主干道供电已全部实现电缆
入地，可靠的供电保障、周到的供电服务给该村
的民宿经营者提供了有力支持。

近日，我省开启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以丰
富的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加快推进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背靠绿水青山，打造金山
银山，这几天，海口冯塘绿园，三亚中廖村、西岛
渔村，以及琼海南强村、沙美村等地的乡村游异
常火爆。

“乡村旅游成了市民游客的‘打卡地’，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三亚
供电局吉阳供电所客户经理蒲关龙说。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南方电网重视
下，“提升海南电网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带电作业广泛应用，我省农村供电可靠性大幅
增高。

据介绍，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计划今年内完成农网升级改造
投资29.64亿元，实现国家新一轮农网改造升
级目标。重点解决农村配电网低电压、重过载、
安全隐患等问题，农村电网供电网架将得到优
化，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用电也将得到有力保
障。预计今年底，海南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综
合电压合格率、户均配变容量将分别达到
99.8%、97.9%、2千伏安。

国庆节前，海南电网专门制订了相关方案，
积极做好电网负荷预测，确保重点景区用电，落
实各级人员到岗到位，并组建应急队伍379支
7969人，做到节日期间供电服务“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