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后，学生如何科学佩戴口罩？
四、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首先要分清正反面，一般来说颜色深的是正面也就是向外的。如果正反面都是一个颜色，那
就要通过口罩表面的褶皱来区分，褶皱开口向下的是正面。建议家长在口罩的正面做一些小标
识来帮助学生区分，比如贴个标签，涂个小圆点等。戴口罩时要用双手紧压鼻梁两侧的金属条，
而后向下拉伸口罩，不留褶皱。戴框架眼镜的学生建议先戴好口罩，再戴眼镜。

五、多长时间更换口罩？
口罩不能一直重复使用，建议一天一更换。口罩变形、弄湿或弄脏时也要及时更换。建议每

天准备至少2个口罩，方便学生替换。

六、学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
学生要认真了解新冠肺炎以及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卫生习惯，适度体育

锻炼，同时要加强营养，安排好作息，保障好睡眠，勤洗手、勤通风。

七、家长要多注意学生的身体变化
家长除了要了解新冠肺炎及其防控措施之外，还要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多注意学生的身

体、心理变化，及时和学校做好沟通。

一、学生什么时候需要佩戴口罩？
在学校教室里上课是一个聚集性非常强的场所，要求必须戴

口罩。
在校园内封闭、人员密集场所，教职员工和学生应佩戴口罩。

二、体育运动时无须戴口罩
通风良好和人员密度低的场所如在户外、运动场，人员没有那

么多，人和人之间间隔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
如果床距超过一米，睡觉时可不戴口罩。进行体育活动时需

要大量的呼吸，不需要戴口罩。学校体育课尽量安排在通风的户
外进行，尽量选择可保持一定距离的运动项目，避免密切接触。

三、如何正确选择口罩？
一般情况下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要选择合

适尺码的口罩，保证口罩密闭性。
学生在学校里没有必要使用高级别的口罩如N95，口罩的防

护等级越高，佩戴就会造成呼吸困难。

本 报 海 口 5
月 4 日讯 （记 者
马珂 陈蔚林） 海
南省疾控中心专
家提醒：由于国外
疫情居高不下，
国内本地病例也
时有发生，我省
外防输入的压力
依然很大，加之
无症状感染者也
具有传染性，新
冠肺炎疫情尚在
防控，口罩仍须
佩戴。

关注开学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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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环卫工人王海妮：

28年坚守，让城市多一份整洁

本报营根5月4日电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韩星）“自家做的
桑葚酒，您尝尝！”“湾岭镇鸭坡村村
民种植的新鲜小米椒，快来买呀！”5
月3日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费
扶贫暨美食旅游嘉年华“春风大行
动”最后一日，该县三月三广场吆喝
声此起彼伏，来自各乡镇农户展示的
特色农副产品吸引群众争相购买。

记者在现场看到，销售展区分为
商品展区、美食展区和活禽展区。各
展台前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在商品
区展位，琼中爱奇兰园有限责任公司
带来的蝴蝶兰、金线莲、铁皮石斛盆
栽大受欢迎。“这三天我们卖了上万

元。”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将给参
与花卉种植的贫困户带去收益。

到了晚上，是美食展区最热闹
的时候，铁板豆腐、卤鸡爪、手抓饼
……各个摊位前消费的食客络绎不
绝。集市每日开市时间从早8时持
续至晚10时，带动了周边居民的夜
市消费。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最大限度

化解疫情对扶贫产品销售以及消费
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鼓励干部职工
和群众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
形式助力脱贫攻坚。除组织琼中各
乡镇贫困户和合作社现场展销外，本
次活动也积极对接省供销社和海南
爱心扶贫网进行销售。

琼中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纷纷带头购买农产品。“在帮助贫

困户增收的同时，我们也能获得比较
好的扶贫农产品，所以就来买买买。”
琼中税务局工作人员李女士一口气
买了380元的山鸡、鸡蛋、猪肚菇等
产品。

活动现场，海南聚农优品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和海南农乡牧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当场签下30万元的线
下采购协议，聚农公司还现场定向采

购价值180万元的琼中绿橙30000
箱，三亚学院也签下了价值约20万
元的琼中特色农产品长期订单。经
统计，5月1日至3日，活动销售总额
272万元，其中签约销售230万元，
现场销售42万元。

本次活动由琼中县打赢脱贫攻
坚战指挥部办公室主办，海南南海网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5月3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5月3日0-24时，海南省报告新冠病毒肺
炎新增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
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5月3日24时，我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死亡病例6例，出
院病例162例。

截至5月3日2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681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23人，尚有58人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5月3日24时，我省报告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31例，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例，累
计解除隔离28例，尚在医学观察3例（2例湖北输
入、1例本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吴育妹

“劳动节，在岗位上过心里更幸
福！”5月2日，在琼海市嘉积镇，环卫
工人王海妮一如既往奔走于街头巷
尾。今年45岁的她干起活来干净利
落，对于难以清扫的淤泥垃圾物，她熟
练地用扫帚把手使劲挑除，不一会，街
道就被她清扫得干净整洁。

“把垃圾全部清走，还市民一份

清洁。”王海妮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
一干就是28年，这已经成为她的工
作信条。

王海妮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从
参加环卫工作以来，她每天都凌晨4
时许到岗，先把整个路面打扫干净，然
后细扫保洁，一直到中午11时才下
班。忙完路面保洁工作后，她又来到
辖区白石岭街道和同事们一起清理花
池底下的枯枝杂草。

王海妮是嘉积镇军屯村村民。
1993年，18岁的她开始参加环卫工
作，此后的28年里，她一直忙碌在嘉
积镇温泉、万石、官塘以及白石岭景区
一带的保洁一线。沿线的村民大都认
识这位敬业的环卫工人，不少人还成
了她的朋友。

工作上兢兢业业的王海妮很快成
为单位里的业务骨干，路面保洁、园林
修剪、管养，每个工种都干得得心应
手。2009年，她被公司提拔为官塘保
洁队队长。2017年，在琼海市创文巩
卫关键阶段，王海妮得知某一区域常

年来由于居民乱倒建筑垃圾、种菜和
排放污水，导致附近产生大量的杂草
枯枝、垃圾裸露和空气污染，便主动请
缨，带领10余名队员和其他片区的
50多名同事，加班加点连续奋战20
余天，清理出建筑垃圾及污水废土
1200余吨。历经此事后，她所属的玉
禾田公司专门成立一支独立的环卫

“突击队”，王海妮任突击队队长。
工作方面是一把好手，在生活方

面，王海妮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2018年，同事陈冬和因腿疾发作

无法正常工作，两个孩子和家里老人

都需要照顾，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王
海妮得知后二话不说便和同事们轮流
替陈冬和值班近一年时间，并多方寻
求支持，帮助陈冬和一家渡过难关。

“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陈冬
和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她遇到困难
的那段时间，王海妮忙里忙外，还到医
院照顾她，她心里很感激。

对于环卫工人而言，风里来雨里
去是家常便饭，王海妮却不觉得苦：

“习惯了，就不觉得辛苦，看到街道卫
生环境因为我变得美丽，我就觉得付
出有价值！” （本报嘉积5月4日电）

向您致敬，平凡的劳动者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王群生）为科学规范开展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证高校师生
返校复课工作有序进行，切实保障广
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校园稳定，5月4
日上午，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一行
赴海南大学实地检查2020年春季学
期学生返校复课准备工作。

在海南大学北门测温点，省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一行观看了学生
入校流程演示，详细了解消毒、测
温、身份查验等工作。据了解，该校
要求学生返校前进行线上返校个人
信息填报，以便学校提前掌握身体
异常学生情况并进行一对一联系指

导；入校时须做好“一扫二验三提
醒”工作，即扫码报到、验健康码和
行程卡、接受做好返校后安全防范
措施等温馨提示。

在海南大学思源学堂前，省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一行观看了模拟学生
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后的接站流程
演示，对该校针对不同状况学生采取
不同防控举措表示肯定，并提出要与
属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等有关部门
联系对接，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和闭
环管理，切实将工作落细落实。

在海南大学第二食堂，省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一行详细了解学生返校
后食堂用餐管理及学生发热应急处置

工作。据了解，该校食堂采取分餐制、
分流制、分时制供餐原则，对餐具施行

“一人一具一用一消毒”，并通过按年
级实行错时下课等方式实现分时错峰
就餐。同时，学校还将加强食品安全
与工作人员健康查验。

在海南大学学生宿舍，省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一行了解了学生宿舍门
禁管理及学生发热应急处置工作。据
介绍，该校制定了学生宿舍防控管理
规定，在宿舍楼宇入口处安装了红外
体温快速测温仪，并对宿舍实行封闭
式管理，要求学生凭校园一卡通刷卡
进出，同时要勤洗手、常通风、不串门，
进入公共区域佩戴口罩。

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一行充分肯
定了海南大学复学复课的前期准备工
作，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师生安
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要细致排查返校
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要加强校园管
理，落实好各项校园防疫举措，备齐备
足防疫物资；要严格闭环管理，坚决筑
牢校园健康防线，做好师生的健康管理
和监测，有效做好有新冠病毒感染疑似
症状学生的筛查、诊治和服务工作，排
摸风险隐患；要落实一校一策，压实高
校主体责任和相关市县政府属地责任，
完善工作预案，确保师生健康安全开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切实
做好学生返校疫情防控工作，海南

大学在省教育厅指导下成立了工作
专班，制定的“两案十制”涵盖10个
方面的27项制度，做细做实学生返
校工作方案。该校分校区均与属地
政府紧密对接，严格落实“三专”工
作机制，形成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组织工作体系。

此外，海南大学还逐一摸排了返
校学生的健康状况、返校信息，精准制
定返校流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动员
全体教职员工对学生宿舍和校园环境
进行了彻底清洁和全面消杀。截至目
前，该校已针对学生返校后的接站、报
到、入住、用餐、发热应急处置等应用
场景组织了3次实战演练。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就高校开学防疫工作要求：

严格闭环管理 坚决筑牢校园健康防线

海南共青团发布
原创MV《海南，未来有我》

激励青年投身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张诗

梦）“历经沧桑誓言铿锵/年轻的我们青春绽放/开
拓创新迎难而上/奋斗路上豪情万丈……”“五四”
青年节当日，共青团海南省委推出原创MV《海南，
未来有我》，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和海南解放
70周年，号召全省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和发扬“五
四”精神，在建设海南自贸港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据悉，《海南，未来有我》由海南大学艺术团参
与制作，海南省各界青年歌手倾情参演献唱。原
创MV通过斗志激昂的旋律、催人奋进的词句、
奋发向上的海南青年形象和如火如荼的自贸港建
设场景，激励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接续拼搏奋
斗，与海南同发展、与时代共命运。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直播间搬到了荔枝果园、知名主持
人流量加持、市长面对镜头“吃给你
看”……5月4日15时，海口市市长丁
晖携知名主持人汪涵一起做客淘宝主
播吉杰的直播间，3人坐在硕果累累的
荔枝树旁，对着镜头边吃，边向全国消
费者推介海口火山荔枝。

海口火山荔枝是该市重点打造
的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今年，海口
10万亩火山茘枝迎来大丰收，预计产
量达9万吨。“海口火山荔枝种植地
区是中国荔枝原生地之一，保留有6
万亩之多野生荔枝母本群，是中国乃
至 世 界 的 重 要‘ 荔 枝 种 源 基 因
库’……”作为东道主，丁晖热情洋溢

的介绍让全国网友们充分了解海口
火山荔枝的历史和特色。

这些年，海口火山荔枝也成为农
户们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来自琼山
区三门坡镇红明居的“荔枝叔”邢曾意
被邀请到镜头前“现身说法”。“我种了
600株荔枝树，去年的纯利润超过了6
万元。靠着赚来的钱，我不仅脱了贫，
还盖起了两层半的‘荔枝楼’。今年荔
枝大丰收，相信有了大家直播的帮助，
我们的荔枝能够大卖！”

看着邢曾意黝黑的皮肤，汪涵不
禁感慨：“这位‘荔枝叔’的肤色就是
长年累月在太阳下暴晒的结果。我
们在太阳下直播半个小时就汗流浃
背，更别说荔农寒来暑往的这份辛

苦。不要让我们农民的汗水变成泪
水，大家买的每一颗海口火山荔枝，
都是在为脱贫攻坚助力加油。”

为了让网友们更好感受到海口
火山荔枝的品质，丁晖、汪涵、吉杰现
场上演吃播，并介绍了“雪碧泡荔枝”

“荔肉百花球”等多道荔枝美食。惹
得网友们直呼：“口水都要下来了”

“马上就去下两单”“好想飞到海口看
大海、吃荔枝”……

好山好水好产品。面对身后郁
郁葱葱的荔枝园，丁晖还邀请全国人
民亲自来海口的果园里采摘荔枝、品
尝荔枝宴、体验农家乐。

过硬的产品、实惠的价格，加上3
人的“卖力吆喝”，这场持续约一个半

小时的直播吸引了超48万人次观
看，点赞人数达308.3万人次，直播期
间“秒光”18万斤，下午到21时线上
线下合计交易量突破300万斤。“我
们尽一份心意，就能让荔农的收入有
保障，大家的善举能让他们暖心。”直
播最后，汪涵动情地总结道。

“今天直播不仅带来了‘流量’，
提升了海口火山荔枝的知名度，更为
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订单。”海口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月，
海口将连续开展近50场火山荔枝推
介直播，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

海口市领导携知名主持人汪涵为海口火山荔枝直播带货

流量变订单 交易超

琼中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人气旺

山货变俏货 热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上接A01版
“前一天递交申请材料，第二天问题就全部解

决了。”海南正大农牧公司负责人庞来宾表示，多
亏了政府及时帮助解决工人的防疫、交通、租房等
难题，工厂才能全面恢复生产。目前，该公司两条
生产线24小时运转，每天能生产200多吨饲料。

着眼未来谋篇布局

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在澄迈都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业内人士认为，乘着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澄迈后续发展的潜力和空间
更加令人期待。

为优化营商环境，澄迈县全面推进“证照分离”
和“多证合一”改革，建立全省首个中小微企业融资
对接信息平台，进一步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在
全国率先推行平台经济税收征收新模式，该模式被
列入我省第六批制度创新案例，向全国推广。

同时，澄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
5.58亿元；超额完成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年度任务；去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评
价中，澄迈排名全省第二。

在园区整合方面，澄迈县委积极配合省资规
厅，推动老城经济开发区和海南（澄迈）金马现代
物流中心园区机构合并，实行“一区多园”的产业
布局，探索实施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打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澄迈将紧紧抓住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发
展机遇，瞄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行业前5
企业，加大招商引资。”澄迈县委副书记、县长司迺
超表示，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澄迈将围绕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编制好澄迈

“十四五”规划，加快发展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加快
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研发应用，做大做强海南生态软件园、海
南生态智慧新城等。

与此同时，澄迈将加快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
地检测，推动落实船籍港政策，积极谋划加工贸易
和跨境电商，探索发展保税仓库、保税加工、全球
中心仓等业务，力争早日将马村港区打造成国际
一流枢纽港。 （本报金江5月4日电）

数字经济引领澄迈逆势增长

“五一”假期近尾声

市民游客出游兴致不减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赵优）5月4日是

“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我省市民游客出游兴致不
减，登山健体、观景赏花、采摘果蔬、品尝美食、游
乐体验，成为许多人的假日选择。

“海南人游海南”使得我省旅游市场表现依旧
活跃。因新冠肺炎疫情闭园的两个月里，海南热带
野生动植物园完成了坡鹿、麋鹿、孔雀、矮马、两爬
馆、蟒蛇园、松鼠乐园七大展区的升级改造。疫情期
间出生的火烈鸟、骆驼、麋鹿等动物宝宝在“五一”假
期全新亮相，让前来参观游览的市民游客收获惊
喜。假期以来，该景区日均预约入园约3000人。

9.9元起挑战九大游乐项目、海南人5折购畅
游票、花车巡游重磅出击……三亚海昌梦幻海洋
不夜城推出的系列优惠活动和摩天轮、冒险岛、欢
乐剧场、飞行影院等热门游乐项目的重启，吸引不
少游客约上两三好友打卡。

在万宁兴隆隆苑有机咖啡庄园、兴隆咖啡谷等
地，市民游客选择在假日尾声全家出动，喝一杯地道
醇香的兴隆咖啡，品尝特色的东南亚小吃，和孩子一
起认知咖啡成长过程、体验咖啡磨制，享受悠闲时光。

白天逛乡村、品海鲜、吃杂粮，晚上吹海风、赏
月光、喝小酒，这是许多游客在琼海休闲度假的必
备行程。博鳌镇修葺一新的“海的故事”餐酒吧引
来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或是故地重游，一派生机。

➡ 汪涵在直播中。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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