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8日，埃及农业部大
田作物研究所副教授哈米德在
生物技术研究所澄迈基地参与
高产木薯品种筛选。

据介绍，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获得国家外专局国际青
年科学家项目，接受哈米德和
来自缅甸的助理教授朴朴森
加入生物技术研究所木薯育
种团队，开展木薯选育新技术
培训。他们将参与从田间选
种到实验室基因型分析的一
系列工作。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洋专家”
来琼育木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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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疫情期间，请广大市民多
加防范，对任何来历不明的短信、
二维码、网站等网络链接，不轻易
点击、扫码，以防上当受骗，如遇诈
骗，请及时报案，若无法判断可拨
打反诈专号96110咨询。

警
方
提
醒

办理贷款应选择正规金融机
构，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及网络贷款
信息，不要随意在网上留下联系方
式等个人资料，更不可轻易给对方
转款，防止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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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警方提醒：复工复产警惕贷款诈骗！

贷款先交费 往往是骗局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近期，

诈骗分子利用一些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出现资金
缺口，对资金需求迫切的心理，诱导受害人下载网
贷软件、填写个人信息，以交纳保证金、公证费、服
务费等由实施诈骗。3月20日，海口警方发布提
示信息，复工复产务必警惕贷款诈骗，放款前先收
费的“贷款”往往都是骗局。

警方介绍，1月29日，海口的戴先生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贷款公司客服，戴先生因刚
好急需用钱便按照对方要求下载App并注册账
号提交个人信息，随后对方以各种放款理由要求
其汇款共计1.5万余元。到1月31日，对方仍以
各种理由推托放款，戴先生意识到被骗了遂报警，
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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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3月18日，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
的满福隆酒楼正式恢复营业。走进酒
楼，老客们发现，酒楼的菜品水准一如
既往，餐桌上却有了些变化：除了包厢
外，大堂的餐桌上也额外配备了公筷
和母勺。

“考虑到包厢以商务宴请为主，过
去我们一直为包厢配有公筷、母勺。
但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我们为大堂客
人也配备了这些餐具。”满福隆酒楼负
责人王友胜说，“毕竟，大家的卫生、安
全是第一位的。”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
多的餐饮企业开始为客人配备公筷、
母勺，也有越来越多的客人要求使用
公筷、母勺，甚至实行分餐制。

餐厅新风尚
引导客人使用公筷母勺

18日中午12时许，记者在位于海口
碧海大道9号的琼海味道餐厅看到，每
桌堂食的客人面前都配了公筷和母勺，
经过30分钟观察，记者发现店内约八成
客人在就餐过程中使用了公共餐具。

该餐厅负责人薛毓行告诉记者，
在疫情发生前，该餐厅就为大部分菜
品配了母勺，自从3月10日恢复营业
以来则为每一道菜都配了公筷和母
勺，“对客人而言，使用公筷更加卫
生。对餐饮店而言，无非是要多洗几
双筷子、几个勺子，操作起来并不会增
加多少压力。”

而在满福隆，商家提供公筷、母勺
的行为也受到了大多数客人的认可。

“以前在外吃饭时，如果店里不主动配，
我自己会主动要。”正在店内堂食的客
人张先生说，在此次疫情之后，希望大

家都能有使用公筷、母勺的意识。
“餐饮直接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

体健康安全，行业商家应该从这个角度
出发，积极推行公筷、母勺的使用。”海
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陈刚说，2月27日，该协会和海口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联合全省各市县
酒店餐饮行业协会共同发起了使用公
筷母勺的倡议，数百家餐饮企业和酒店
纷纷响应，“希望通过商家的行动，帮助
培养消费者使用公筷、母勺的习惯。”

除了公筷、母勺外，记者发现满福
隆、华诚汇等部分餐饮店还实行了分
餐制。“例如炖盅、粥、羹等菜品，我们
都采取分餐制，在厨房就提早为每位
客人分配好再端上桌。”王友胜介绍，

“在我们店，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菜品
采取分餐制。”

王友胜也坦言，相较配备和使用
公筷母勺，分餐制推行起来更有阻
力。“从客人的角度来说，采用分餐制

就意味着同一道菜的分量需要更多，
那么用餐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对店家
来说，采用分餐制则意味着需要更多
的服务员进行分餐操作。”这一难题如
何解，王友胜表示还需要思考。

家庭新习惯
公筷母勺在更多市民餐桌出现

离开餐饮店，记者通过视频采访一
些市民，结果显示：尽管占比不多，但使
用公筷、母勺的家庭数量也在增加。

18日晚上，海口市民赵雪通过视
频向记者展示自家的餐桌：两菜一汤、
两碗米饭上各搁着一双筷子，除此之
外，饭碗旁还各有一个筷枕，上头又各
放了一双筷子，“我们夫妻俩每人一双
公筷，不耽误夹菜。”

赵雪是一名“60后”，她告诉记
者，自己原先并不注重这些方面，“我
们是从艰苦年代过来的，小时候都跟

兄弟姐妹围着桌子抢东西吃，夹慢了
就没有了，谁还会想到讲究这些？”

但是，两次疫情让赵雪彻底改变
了生活习惯。“一次是2003年的非典，
自那之后，我们全家人每次回到家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肥皂洗手，不洗手
绝不触碰家中任何东西。”赵雪一边
说，一边用母勺为自己和爱人盛了汤，

“第二次就是这次的新冠肺炎。从1
月底开始，我们家里就开始用公筷母
勺了，哪怕只有我们夫妻在家吃饭也
是如此。”

“90后”廖钰则是从大学开始便
坚持在家也要使用公筷母勺。“我是医
学专业出身，在大学里就知道了唾液
是病毒、细菌传染的主要途径之一。”
廖钰说，起初长辈并不认同，在自己的
不断科普和坚持下，他们才渐渐认同
了这一做法，“相较于许多人讲究的人
情、习俗，我认为健康更加重要。”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疫情改变食客和市民理念，海口餐饮店和市民家庭餐桌出现新现象——

公筷母勺成“常客”分开用餐渐兴起
百姓话题

“海南人游海南”
自驾游启动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孙相涛）春分刚过，海南岛已开启“夏日”模式。3月
21日上午，共8辆车22人的首发自驾团从海口出
发，开启“海南人游海南”之旅。

据了解，此次自驾活动为海南上航假期国际
旅行社联合海南优航国际旅行社推出的“屯昌梦
幻香山一日游”，自驾人员以家庭为单位乘车，相
对独立，途中环境安全。出发前，导游和保障人员
给游客测体温、查健康码，旅行社还准备了口罩、
酒精、一次性洗手液、湿巾等防护用品，并提前向
保险公司报备启动责任险，将准备工作做到充足。

省旅文厅开展在线培训
助力全省文旅单位企业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获悉，疫情防控期间，省旅文厅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网络在线培训，助力全省文旅单位和企业强
化学习、苦练内功。截至目前，全省文旅系统行政
管理干部、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共3000余人次参加
了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课程内容涉及旅游防疫、文
旅营销、文旅融合案例、以及政策解读等方面。培
训方式通过线上自主时间学习，课后集中讨论、提
交心得体会等形式，提升和巩固学习效果。

据悉，此次培训从2月27日开始，将持续至
4月中旬，培训项目共分为3期，目前已进行至第
三期课程，每期培训对象和课程设置侧重点均有
不同。前两期分别针对旅游系统行政管理干部、
导游群体进行了课程培训，参训学员达到3000人
次；预计三期培训结束后，累计培训人数将超过
4500人次。

省旅文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是省旅
文厅在疫情期间，抓住时间窗口，为提升文旅从业
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创新能力策划的线上
培训项目。

初心映晚霞 春泥更护花
——追记省关工委原常务副主任何如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在省关工委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两
只塞满报刊和文献的铁皮书柜，露头的
许多纸张已经泛出时光浸染的微黄。

3月20日凌晨，它们的主人——
省关工委原常务副主任何如伟因病在
海口逝世。

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半年多
前，自知时日无多的何老还嘱咐同事
从书柜里取了材料送到榻前：“什么时
候给孩子们作报告？今年的爱国主义
教育宣讲稿，我还没有写完……”而那
时，接受了3次手术的他，已无法自如
地开闭双眼。

从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离休后进
入省关工委，到弥留之际还在关注海
南疫情防控、关心海南建设发展、推动
海南关工事业……这位94岁的老人
将一生都奉献给这片养育他的热土。

正如省关工委主任陈玉益所说，
离休20多年来，何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全身心投入党的关心下一代事
业，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忘我
付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充分体现了

“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
奉献”的“五老”精神。他的离去，是海
南关心下一代事业的重大损失。

忠诚敬业
“能多做一件事就做一

件事”

1991年，海南正式筹建关心下一
代工作组织，当时的何老已年近古
稀。为了确保这一神圣的事业在海南
开好头、起好步，他打了数百通电话征
求意见、争取支持，脚步遍及18个市
县的乡镇、机关、院校等地，参与建立
起一套完整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系统。

“创建之初，省关工委一年的工作
经费只有5万块钱，工作开展起来捉
襟见肘。是何老带着同志们，一次次
向省里争取，才逐渐增加到现在的
120万元。”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朱旭
说，对于关心下一代工作，何老可以说
是想尽办法、倾尽全力——

为了深入分析青少年思想现状，他
常年深入学校、少管所、劳教所、戒毒所
等地调查研究，和孩子们谈心谈话；

为了更好地给青少年提供爱国主
义教育，他亲手编写主题教育宣讲稿
数十篇，作演讲报告300多场，覆盖青
少年近30万人次；

为了让青少年对党史国史有更切
身的体会、更深刻的认知，他主持实施
或参与协调，建成冯白驹故居、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
余个。其中，由他个人出资建设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渡海先锋营登
陆地点纪念碑”矗立于文昌赤水港，至
今仍是革命先辈的后人们开展凭吊纪
念活动的主要场所。

老人何须言岁少？只争朝夕年且
多！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修演记得，
2016年，已90岁高龄的何老到陵水参
加全省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经
过上午报到、下午参观后已很是疲惫，
但晚上仍应邀给当地副科级以上干部
作了一场近两个小时的主题报告，“我
们都劝他不要去讲、好好休息，但他坚
持能多做一件事就多做一件事。第二
天开完会，他才回到海口就病倒了。”

关爱后代
“天下长辈无不关心自

己的孩子”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怀我
的何爷爷，您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
一封来自陕西孩子延华的感谢信，一
直被何老珍藏着。

2002年，延华从陕西来海南读大
学，却因莫须有的“偷盗”罪名被学校
勒令退学。多次申诉无果后，他心灰
意冷，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得知此
事，何老用一个月的时间，奔走于延华
所在高校、教育部门、公安部门等地，
根据收集来的证据和相关法律法规，
整理了一份有说服力的材料，为延华
讨回了公道、恢复了学籍。

这封感谢信，就写在延华毕业
前。他在信中动情地说：“我要像您这
样追寻真理，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大学教

师，但仍被“何爷爷”当成儿孙关爱，逢
年过节还能收到“何爷爷”发来的红包。

“何老常说，关心下一代工作，就
要在‘关心’二字上做文章。他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省关工委常务
副主任周成俊忆起，1994年，为了支
持海南希望工程的实施，何老牵头发
出《全省党团员向希望工程缴纳一次
特殊党团费的倡议书》，得到了全省
30多万名党员、团员的积极响应。这
次倡议，为建立之初的海南希望工程
一次性募集善款316万余元，10多所
希望小学由此兴建，2万多名辍学中
小学生重返课堂。

同在20世纪90年代，何老四处
奔走，甚至把电话打到海外，争取到
60万元建校经费，帮助建起了三亚市
天涯镇满地可希望小学，让500多名
少数民族孩子走进了渴望已久的课
堂。时至今日，该校教师仍不忘告诉
一届又一届新生：“没有这位老人，就
没有这所学校。”

种种事例，不胜枚举。每每有人
言谢，何老只挥一挥手：“天下长辈无
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关心下一代就是
我们的本分。”

务实创新
“党的工作容不得一点

虚假”

何老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是琼崖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
倒的亲历者、见证者。

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邢诒孔回
忆，因为有这份特殊的经历，每次到地
方或学校开展党史国史教育，何老总
是逢请必到。他年事已高，大家常劝
他在台下听讲就好：“您坐在这里，就
是一份‘活教材’。”

但何老总是拒绝，常常在台上一
讲就是几十分钟。听过他宣讲的人们
对这位耄耋老人印象深刻——宣讲
时，他声音洪亮、全情投入，几乎不用
麦克风、不喝一口水，讲到激动之处还
起身演示、手舞足蹈，把听众的注意力
牢牢地抓在手里。

“能把历史讲得这么引人入胜，不

容易。”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许达民
说，为了做好宣讲教育工作，他常与党
史专家一起讨论，修改完善相关讲稿，
力求宣讲真实、准确，用一份份讲稿、
一次次宣讲把自己也磨成了专家。

“何老总说，老来忙、寿命长，更何
况党的工作容不得一点虚假，能亲力
亲为的就亲力亲为。”朱旭记得，一次，
屯昌某村的关工小组报来一份评选全
国先进的材料，何老担心材料夸大、不
实，“把其他组织的功劳安在我们身
上”，还专程到村里跟村民们核实。

省关工委办公室的同志们也记
得，在陵水召开的全省农村关心下一
代工作座谈会，会议材料报了两次，何
老看了都不满意，认为没有把问题找
准确、经验讲清楚，又带队到陵水实地
调研，重新列了提纲、进行完善，很好
地把陵水经验推广开去。

“何老虽然年长，对工作非常较
真，但他的观念一点也不陈旧。”朱旭
说，每次谁有拿不准的事情去请教，他
都鼓励大家“放手去干”；在电子化办
公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也是他给省关
工委申请了几台电脑，为的就是提高
大家的工作效率。

既坚持优良传统，又敢于大胆创
新，这“一旧一新”，在这位老人的身上
没有碰撞，而是交织凝聚起更蓬勃的
能量，支撑着他为党的关心下一代工
作奋斗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无私奉献
“‘九死一生’的幸运儿

献出什么都不算多”

省关工委的同志们给何老算过一
笔账，多年来，他自掏腰包逾20万元，
资助过的孩子连自己也记不清数量和
名字。其中有许多孩子，如因父母双
亡而辍学的万宁中学学生谢连成，就
受其资助直至完成学业。

“他虽做过很长时间的宣传宣讲
工作，但在生活里话并不多，给我们的
教育大多来自身教而非言传。我记
得，从我懂事以来，父亲的工资就有一
半是用来做公益的。”何老的儿子何东
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与对他人的慷

慨相比，父亲对自己节约得有些“苛
刻”——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子孙
们买来孝敬的好东西、好衣服，也都捐
给了更需要的人。

直到去世前一年多，何老才因原
居住地拆迁而住进了“电梯房”。鲜有
人知的是，此前的十几年间，何老的爱
人因病行动不便，出入都是由人背着
上下楼梯的。

“就是这个福，父亲也没享多久，
搬过来没几个月，就病重住进了医
院。”每思及此，何东海深感遗憾。他
说，这辈子，父亲没向组织提过什么
要求，“相反的，病重入院后，他还不
忘打电话给自己的资助对象，问问对
方还有没有什么事，是他最后能帮得
上忙的。”

与何老共事过的人们都知道，何
老常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心上——当
年与他一同参加革命的10位乡亲，有
9个人都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
了生命，“我这‘九死一生’的幸运儿，
献出什么都不算多。”

“说他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一点
也不为过。”许达民说，在2019年接受
了第2次手术后，何老还来参加过省
关工委的会议。不同于以往的精神矍
铄，那拄着拐棍的孱弱身影，是他留给
许多同事的最后印象。

陈玉益说，何老住院治疗期间，全
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及海南省的多位
领导，曾多次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
院看望，并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
予治疗和抢救。何老逝世后，同志们
又分别以不同方式，第一时间表示哀
悼并对其亲属进行慰问。

“这说明了，大家充分认可，何老
是我省‘五老’的杰出代表，为我省关
心下一代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陈玉
益希望，全省“五老”深入学习何老的
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继续完成何老
未竟的事业。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我们虽
然离休、退休了，但不能忘记入党时发
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何老终其一生，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
的初心。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

省博物馆开放时间

周二至周日
9：00—17：00（16：30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夜间暂停开放

观众务必携带身份证
现场测量体温

小贴士

本版制图/陈海冰

省博物馆24日恢复开放
每日限流2000人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娟娟）海南日报记者3月21日从海南省博物馆获
悉，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该馆将于3月24
日恢复对外开放。

为保障观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省博物馆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全力落
实防疫防控措施。恢复开放后，观众务必携带身
份证，现场测量体温，由工作人员登记基本信息并
通过安检，方可入馆参观。

与此同时，省博物馆还将实施限流管理，每
日限流2000人，观众瞬时流量不超过800人，流
量限制视疫情防控情况发展逐步进行调整。届
时，观众可凭身份证件取票，团体参观须提前24
小时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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