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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祭扫 严防火患

走进国家公园 发现雨林之美

我省17人、5集体获
“希望工程30年
突出贡献”表彰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吴
香飞）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获悉，近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文《关于致
敬“希望工程30年突出贡献者”“希望工程30年
希望之星”和“希望工程30年示范希望小学”的决
定》，向希望工程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
育发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的模范个人和集体致敬。

据悉，我省共17位个人、5个集体获得表彰：
黄桂提等11人和2个单位荣获“希望工程30年突
出贡献者”荣誉称号；王上铭等6人荣获“希望工
程30年希望之星”荣誉称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红毛希望小学等3所小学荣获“希望工程30年
示范希望小学”荣誉称号。

东方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90万余元

本报八所4月2日电（记者张文君）海南日
报记者4月2日从东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方市部分企业尤
其是中小企业经营遇到困难。为助力企业渡过难
关，3月东方启动稳岗返还资金，截至目前，已向
海南八所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东方德森能源有限
公司等140家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了第一批
稳岗返还资金190万余元，惠及职工5229人。

为了及时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稳定岗位，东
方市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
2月中下旬，东方出台《东方市支持中小企业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政策措施》，其中安排了
2020年度稳岗返还工作，对不裁员且2020年继
续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参保中小企业，可按照单位
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企业奖励。

东方目前已发放第一批稳岗返还资金，即将
发放第二批稳岗返还资金，实现普惠性稳岗返还。

清明期间
我省阵雨天气多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吴洁飞 翁小芳）海南日报
记者4月2日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4日清明节白天，海南全岛多云，北半
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较高，公众
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晒和野外用火
安全。4日夜间～6日，海南岛大部地
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户外活
动需注意防范雷雨天气。

预计4日白天，受偏南气流影
响，全岛多云，其中北半部局地午后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北半部
地区32℃～34℃。预计4日夜间～
6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海南岛大部分
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武艳琰）4月2日，海南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对清明节交通安全
形势进行了研判分析，并向社会公众
发出交通安全预警。

据分析，从我省近5年清明节及
前期交通事故来看，清明节期间交通
事故多发。据研判今年清明节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将受以下突出风险影
响：一是陵园墓区及周边道路交通安

全风险加大。清明节假期，部分陵园
墓区尤其农村地区的会陆续迎来祭
扫车流人流，由于陵园墓区多位于城
郊、山区，沿途道路技术等级低、条件
较差，交通事故发生概率增加。二是
踏青旅游活动集中，旅游交通安全风
险突出。三是回乡祭祖、踏青等车流
叠加，高速公路交通流量激增，风险
增多。四是清明节前后，农村面包
车、拖拉机等出行增多，农村农耕交

通安全风险突出。五是据气象部门
预报，清明期间，全省大部分市县天
气多为阴雨，雨天车辆追尾相撞、侧
滑侧翻事故风险加大。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海南交警温馨提示：一是建
议提前了解当地疫情防控、陵园祭扫
政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
量避开出行高峰和夜间行车。二是
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遇雨天路滑应降低车速，减少变道、
超车等操作，遇交通拥堵要谨记不要
占用应急车道。三是清明时节祭扫、
农耕等活动，请拒绝搭乘低速载货汽
车与农用车、拖拉机出行，这类车辆大
多安全装置不全。四是驾车行经农村
地区，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
路段，要严格控制车速。五是要系好
安全带，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正确佩戴
安全头盔，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本报海口4月2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4月2日上午，省消
防救援总队召开清明节消防安全工
作视频调度会，提前谋划，全面部署
清明节小长假火灾防控，确保全省火
灾形势持续稳定。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机构将以
公墓、陵园、寺庙、文物古建筑、旅
游风景区和公共聚集场所、学校、
易燃易爆、大型商场等为重点，加
大排查力度，指导隐患整改，督促
单位落实各项防火措施，切实消除
火灾隐患。全力抓好复工复产复
学消防安全，严格落实应急管理部
消防救援局支持复工复产消防服
务六项措施，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力
度，督促企业、学校严格落实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同时，各级消防救
援机构将全面做好应对各类灾害
事故准备，加大对公共祭祀场所、

寺庙、山林公墓等重点区域排查，
开展实战化演练。

另悉，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共发
生火灾537起，死亡1人，受伤4人，
直接财产损失1025万余元，无重特
大火灾事故发生。全省消防救援队
伍共接警出动1686起，抢救被困人
员251人，疏散人员334人，抢救财
产价值2982万余元。

据分析，从发生火灾的原因上
看，电气火灾、生活用火不慎是引起
火灾的主要原因，其中，电气火灾为
136起，生活用火不慎引起火灾128
起。从起火场所上看，交通工具、城
乡居民住宅场所居多，其中，交通工
具火灾62起，城乡居民住宅场所火
灾111起。电气、人为因素成为诱发
火灾的主要原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广大群众消防意识仍较为淡薄，安全
用火用电的基本知识掌握不足。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杨宇鑫）连日来，海口
发生多起草地、林地火灾，多为清明
扫墓焚纸引发，幸而消防部门及时
处理，未造成人员伤亡。如何祭祀
又防火？海口消防为广大市民提出
了几点温馨提示。

家中祭祀 人勿走远

有些市民在家中祭拜逝去的亲
人，在没有熄灭香烛的情况下便出
门办事。由于家中窗帘、衣物等可
燃物较多，火星很容易落到易燃物
上，从而引发大火。因此，海口消防
提醒市民：最好不用烧香点蜡等有

明火的方式进行祭拜。确实需要使
用的，要做到有人看守，尽可能避免
香烛引燃周围物品发生火灾。

野外扫墓 注意春风

许多市民仍有采用烧香、放鞭
炮等方式祭祖的习惯，而山林枯枝
落叶多，春风时强时弱、时有时无，
一点火星飞出，就很可能引起火灾，
若扑救不及时，就会引发山火。因
此，在山上祭扫时，不要乱扔火种，
不燃烧香烛、纸钱及放鞭炮。实在
需要时，最好在携带的火盆里燃
烧。离开前要将燃灰清理干净，确
认火源完全熄灭后再离开。

在山林、杂草密集地段，如果有
严禁使用明火的规定，市民可改用
鲜花扫墓等方式祭祖。

如遇火灾 理智逃生

发生山火时，首先在确保自身
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报警通知
消防部门。要及时判明火势大小及
蔓延方向，逆风逃生。躲避时注意
保护口鼻。如果火势引燃身上衣物
时，应就近找一平坦处打滚灭火。

此外，林区、墓区有关管理单位
和人员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值班、
防火巡查制度，配齐配足消防器材，
及时发现、处置火情。

临高
多举措确保祭扫有序

本报临城4月2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符开炳 王泽亮）为大
力营造移风易俗、文明祭扫氛围，
临高县多措并举全力做好疫情期
间清明节祭扫工作。

3月31日，临高组织收听收看
2020年全省清明节祭扫工作视频
会议，要求各镇、各相关部门强化
责任落实，加强部门联动，严格执
法检查，确保清明节期间祭扫工作
文明规范、安全有序。

临高向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发送清明祭扫文明安全温馨
提醒短信1500余条，利用电子显
示屏滚动播放标语、宣传车、悬挂
条幅等多途径，倡导广大群众网上
祭扫、文明祭扫，要求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要带头移风易俗，引导群众
在祭扫时不焚烧纸钱、香烛，自觉
维护祭扫场所公共秩序。

按照会议部署，县纪委监委将
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在清明节期间
以祭祀名义大操大办、借机敛财、
公车私用等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东方
清明节期间禁燃爆竹

本报八所4月2日电（记者张
文君）为避免清明节期间因集中祭
扫活动引发森林火灾，4月2日，东
方市发出《关于2020年清明节期
间祭扫活动的通告》，在全市范围
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据了解，禁止燃放区域包括东
方全市各乡镇、公益性公墓及周边
100米范围内，党政机关办公区、医
院、居民住宅（小区）、学校、公园、商
场、广场、车站、码头、机场、文物保护
单位、加油站、液化气站、生产储存易
燃易爆物品单位、电力、通信线路等
场所及其周边100米内，重要军事区
域、林地等重点防火区等范围。

对非法燃放、非法制售、运输、
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东方公安机
关将依法处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同时，加强对重点时
段全域巡逻监控，对燃放烟花爆
竹、焚烛烧纸等行为，公安机关将
依法依规处理，对违反规定引发火
灾的，依法从严处理肇事者并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

琼海
倡导绿色文明祭扫

本报嘉积4月2日电（记者刘
梦晓）为避免人群聚集，同时有效防
止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连日来，琼海市各镇（区）、
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市民错峰祭扫，
倡导绿色、文明的祭扫新风尚。

近日，在位于琼海市的海南国
际龙归园，前来扫墓的市民凭预约
凭证，经体温测量正常后陆续进入
园区。与以往焚烧纸钱不同，今年
大家纷纷以鲜花、水果等祭品表达
对故人的追思。

为引导文明祭扫，琼海市民政
局工作人员还在墓园为市民朋友
免费提供鲜花祭扫品；同时联合市
综合执法局、志愿者等人员来回巡
查，向市民宣传讲解有关殡葬法规
政策。

根据琼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
一安排部署，今年清明节期间，琼海
暂停组织集中祭扫、集体公祭等集
体性活动。还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各
司其职，协同合作，加强全市各公墓
等祭扫点的祭扫服务保障。

文昌
提倡分时错峰祭扫

本报文城4月2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海南日报
记者4月 1日从文昌市民政局获
悉，文昌市日前发布相关通告，明
确严禁组织集中祭扫、集体共祭、
集体性遗体告别等聚集性活动，提
倡分时错峰祭扫，各公益性、经营
性公墓实行电话预约制度，同时劝
导境外华侨不回乡祭扫。

根据通告，文昌市内各公益性
和经营性公墓实行电话预约、分时
错峰祭扫。每个墓穴每天祭扫人
员不超过3人，同时在园祭扫人数
不超过100人。文昌还要求群众
祭扫时要按疫情防控要求加强个
人防护，从简快办、减少逗留时
间。同时提倡鲜花祭祀，严禁使用
明火、吸烟、点燃香烛、焚烧纸钱、
燃放鞭炮，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文昌呼吁广大群众树立文明
祭祀观念，通过居家追思、信邮哀
思等方式缅怀先人。为避免返程
交叉感染，文昌劝导华侨等境外亲
人不回乡参加祭扫活动。

省消防全力做好清明节火灾防控

排查重点区域 开展实战演练

省交警发布交通安全预警

清明节出行这五类风险须防范

海南省图书馆
4月7日恢复对外开放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郑
晓菲）海南日报记者4月2日从海南省图书馆获
悉，根据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的相关通知要求，4月7日起，海南省图书
馆将有序恢复开放。

4月7日起，省图书馆正常开放对外服务区域
（不包括少儿借阅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阅读空
间），4月20日之前禁止12周岁以下儿童入馆，4
月20日起正常开放少儿借阅区。6月30日前，免
除所有因书刊借阅逾期产生的超期费。

省图书馆表示，因为图书馆属于人群密集和
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请到馆读者继续佩戴口
罩，入馆接受体温检测，凭身份证入馆。有发热
（≥37.3℃）、咳嗽、气促等症状的读者谢绝入内。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

文明祭扫 切记防火

@所有人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孙
慧）4月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应
急管理厅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应对
森林火灾能力，强化森林防火扑救
能力，切实保护森林资源，近期陵
水、临高等市县陆续开展森林防火
应急演练活动。

3月20日，陵水组织开展2020
年森林火灾应急处置桌面推演活
动，共设计预防预警、突发事件等5
个演练阶段。3月27日，海南农垦
集团红华农场有限公司在红专五队
橡胶林开展安全生产森林防火应急
演练，防火培训人员现场传授消防
知识和正确使用灭火器操作方法。

省应急管理厅还派出督导组到
市县全面了解森林防火形势、森林
防火责任地段划分、森林火灾隐患
摸排、值守人员责任包干落实、应急
预案制定演练等情况，督促市县将
森林防火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我省各市县陆续
开展森林防火演练

海师两名教师获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
先进个人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日
报记者4月2日从海南师范大学获悉，教育部近
日公布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评审结果，该校
文学院退休教授张惠英、副教授冯法强获评先进
个人。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教育部、国家语委
自2015年起启动的，目的是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大
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
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奖”旨在
表彰在该项工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张惠英已至耄耋却仍然保持对专业研究的热
情，主动在海南省教育厅负责的“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海南汉语方言调查”项目中担任顾问。

冯法强被海南省教育厅聘为语保项目首席专
家，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在团队组建、人员培训、
设备配备、技术指导、检查验收等环节承担组织和
管理工。

■ 本报记者 贾磊 曾毓慧

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车子蜿蜒爬
行，深山里不远处不知名的鸟叫声清
脆悦耳，走进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
满眼皆绿。人来鸟不惊，是生态保护
的初步成果；村民从抵触到“协管”，是
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的体现。

4月2日上午，在海南鹦哥岭自然
保护区鹦哥嘴分站，在这支平均年龄
32岁的年轻团队里，有些人已经守护
了这片大山近10年，他们见证了保护
站从无到有。

鹦哥岭保存着我国最大的连片原
始热带雨林，整个保护区面积500多平
方公里，是海南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
地区，同时也是海南两大河流昌化江和
南渡江的发源地，被誉为海南的水塔，
保障着半个海南岛的生产生活用水。

如何保护好这里的山水，让这座
“水塔”拥有丰沛的水源？这和保护站
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

“护林员是保护区的基石！”鹦哥
嘴分站工作人员周薇说，这里附近的

村民从最早的锯树人，到如今兢兢业
业的护林员，这种跨越不仅仅是思想
意识上的改变，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于
这片大山的热爱。

“当航拍器飞起来的那一刻，漫山
遍野的绿色映入画面，护林员们通过一
个全新的视角认识这片他们守护的山
岭，那种自豪感与成就感，是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的。”该分站工作人员麦严说。

“为了做好村民思想工作，我们将护
林小知识印成小册子，挨家挨户发放，让
村民们看恶性毁林事件中受到损毁的树
木照片……”保护区工作人员说。

近年来，工作人员对在保护区里
放牧的村民以教育劝导为主。但发生
在保护区内的侵占林地事件，工作人
员持“零容忍”态度。

除了保护，还要发展。
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态资

源，相比起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珍稀
植物，以及灵动的动物，只会悄悄隐匿
于鹦哥岭灌木丛或枯枝败叶下的真
菌，或许并不能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
它们在雨林里担任着分解者的角色，

在维系整片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平衡过
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鹦哥岭真菌资源十分丰富，尤其
是近两年来，新挖掘、新鉴定了一批真
菌品种。”“80后”姑娘蒋帅已经在鹦哥
岭自然保护区鹦哥嘴分站工作9年了，
她最初的研究对象多为动植物，得益
于海南医学院药学院曾念开教授团队
的帮助，2018年，蒋帅牵头建起了鹦哥
岭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监测平

台，鼓励护林员将平时巡查山林遇到
的真菌及时拍照、取证、定位，再委托
曾念开教授等专家团队进行鉴定，摸
索梳理出鹦哥岭的真菌基因宝库。

“最近这一两年，新登记在册的红
盖兰茂牛肝菌、松林乳肝菌等真菌，就
是基层护林员巡山的收获。”蒋帅介
绍，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将在鹦哥岭自
然保护区内发现的海南黄肉牛肝菌、
海南鸡油菌等15个大型真菌新品种做

好登记，此外，还发现了江西线虫草、
沟褶菌等100多个海南新记录品种。

不仅如此，保护区成立以来，队员
们在这里发现了伯乐树、轮叶三棱栎
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发现了鹦哥岭
树蛙、圆鼻巨蜥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发现科学新种20个、中国新记录种
24个、海南新记录种190个，科研成
果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本报营根4月2日电）

临高九成以上餐饮企业
恢复营业

本报临城4月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婧）海南日报记者4月2日从临高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临高县各餐饮企业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90%以上的
餐饮企业已恢复营业。

3月27日，临近中午饭点，位于临城镇文明东
路的朝天门火锅店后厨开始忙碌起来。朝天门火
锅店店长艾文平介绍，火锅店3月23日正式复业，

“恢复营业后，我们时刻绷紧安全弦，大堂定时消
毒，前厅、后厨、洗手间都配有洗手液。”

据了解，为引导全县餐饮企业尽快安全恢复
营业，临高县接连召开复工复产工作会议，全面了
解各餐饮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县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地核查餐饮企业是
否具备恢复营业条件，就疫情防控政策和要求对
餐饮企业进行宣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室主
任王香山表示，全县的餐饮企业目前已经有90%以
上复工复产。

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鹦哥嘴分站团队守护大山近10年

青春之歌在雨林荡漾

鹦哥岭自然保护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