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

增加洒水频次降温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陈

诗春）近日，东方市连续出现37℃以
上高温天气，为应对高温酷暑天气，
缓解路面高温干燥，东方环卫部门及
时增加洒水车洒水频次，为城市“送
清凉”。

锦江生态环卫服务责任有限公司
车队经理符云标说，“随着东方的天气
越来越热，我们增加了路面洒水降温
的频次，给市民营造一个清新、凉爽的
环境。同时，企业也减少了保洁员在
路面上、高温下的作业时长。”

据悉，洒水降温是东方环卫部门
应对高温天气的重要举措。针对近期
连续多天的高温天气，东方环卫部门
每天增加洒水频次，不间断地进行洒
水降温。

在高温环境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
建议至少每小时喝2杯至4杯凉水
约500毫升至1000毫升

应注意补充盐分与矿物质
运动饮料和吃水果都可以

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避免露天作业和长时间被日光直射

外出时应穿着浅色系的宽松衣服
并戴遮阳帽或撑遮阳伞以阻挡日光直射

很少在户外或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
要注意避免在太阳直射、高温、不通风的
环境活动或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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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充足，应少量多次
不应等到口渴时才喝水

2

保障充足睡眠
睡不好、劳累的情况下
更容易发生中暑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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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5月 8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许嘉 陈红 邢彩盈）5月1
日至8日，海南省共有12个市县出现
了连续高温天气过程。其中8日儋州
（40.7℃）、澄 迈（40.8℃）、昌 江
（40.3℃）达40℃以上，另外，全省共
有54个乡镇最高气温在40℃以上。
多地最高气温均突破当地5月历史同
期极值。预计海南省本次高温天气过
程将持续至5月10日。

为何此次高温天气会持续这么
久、且温度这么高？海南省气候中心
首席预报员吴胜安介绍，这主要是因
为海南持续受副热带高压和西南干热
气流的长期控制影响，在副热带高压
控制的区域盛行下沉气流，空气下沉
会压缩增温；另一方面，上升运动较弱
不易成云致雨，因此高压内盛行晴朗
少云的高温天气；而干热的西南风经
过五指山时，空气中的水汽上升凝结

成云留在迎风坡，而气流在背风坡下
降过程中因含水量少更易升温，从而
产生“焚风效应”。多地最高气温轻易
突破历史极值则是缘于全球变暖的气
候大背景。

除了酷热难耐，高温天气还会对
我们的生活、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胜安表示，在气象学上，气温达到
35℃及以上时可称为“高温天气”，如
果连续几天最高气温都超过35℃时，

即可称作“高温热浪”天气。研究表
明，当外部温度达到32℃至41℃时，
人可能会发生中暑、热痉挛，当温度达
到41℃至54℃时，中暑、热痉挛的发
生概率会大大增加。较容易中暑的人
群包含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孕妇，
以及肥胖症、高血压患者。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9日至
10日，海南省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西
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东部山区将出

现37℃以上高温，局地达40℃以上；5
月11日至12日，受弱冷空气影响，北
半部地区局地有雷阵雨，高温天气略
有缓解，除儋州、昌江、白沙等市县仍
维持35℃至37℃的高温天气外，其余
地区最高气温降至31℃至34℃。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相关部门
应密切关注高温预警信息，切实加强
防暑降温措施；紫外线较强，外出需注
意防晒，同时还要及时补充水分。

热热热！海南缘何开启“烧烤模式”？
省气象专家：持续受副热带高压和西南干热气流的长期控制影响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谭莹）
5月4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
名病情较重的热射病患者。据悉，老年人、婴幼儿、
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最易在炎热的天气发生中暑，甚
至危及生命。5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了解如何预防中暑。

海医二院收治的热射病患者姚先生年龄偏
大，是骑行爱好者，平时身体很好。5月4日当天
下午，他和骑友相约一同外出长途骑行。运动结
束后，姚先生出现脸色苍白、气促、心率快等症状，
随即不省人事。

骑友马上联系120，救护车将姚先生送至海医
二院急诊科就诊。初步考虑热射病、低容量性休
克。经处理后，姚先生转入海医二院ICU1区进行
治疗。目前姚先生仍处于昏迷中，需要继续在ICU
观察治疗。

海医二院急诊科医生符超表示，中暑症状分三
类。轻度中暑症状：体温略有升高，并出现头晕眼
花、恶心呕吐、胸闷心悸、口渴大出汗、注意力不集
中等情形；中度中暑症状：往往体温会上升到38℃
以上。除头晕、口渴外，还伴有面色潮红、皮肤灼热
等症状，或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
搏增快等情形；重度中暑症状：常见的就是热射病，
这种病症是由于人在高温环境中从事体力劳动的
时间较长，身体产热过多，从而散热不足，导致体温
急剧升高。热射病发病早期有大量冷汗，继而无
汗、呼吸浅快、躁动不安、神志模糊、血压下降，严重
者可产生脑水肿、肺水肿、心力衰竭。

符超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里预防中暑，要
注意饮水充足，因为在高温天气里，人体水分丢
失速度加快，需要增加液体的摄入，不应等到口
渴时才喝水；在高温环境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
动，建议至少每小时喝2杯至4杯凉水，约500
毫升至1000毫升。饮水应少量多次，不断提醒
自己补充水分。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将会
导致体内盐分与矿物质的流失，应注意补充，喝
运动饮料和吃水果都可以。

“此外，市民还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避免露
天作业和长时间被日光直射，外出时应穿着浅色
系的宽松衣服，并戴遮阳帽或撑遮阳伞以阻挡日
光直射，值得一提的是，休息好再出门也很重要。”
符超介绍，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劳作的人体温调节
能力较强，不容易出现中暑，但如果很少在户外或
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尤其要注意避免在日
光直射、高温、不通风的环境活动或劳作。

同时符超表示，市民应保证充足睡眠。睡不
好、劳累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中暑的状况。另
外，要重点关注老、弱、病、残人群。“有些人群在高
温天气里更易出现中暑，应当给予婴幼儿及儿童
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格外关注。另外有基础病，
尤其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这些人更易受到高温的
影响。”符超说。

高温天如何防中暑？
医生：饮水充足、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5月8日，海南继
续发布高温三级预警。同天，省教育
厅发布2020年学校安全风险防范2
号预警，要求各地各校加强应对高温
天气和防暑降温的科普知识宣传，引
导学生采取适当方式避暑。

省教育厅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
做好防御高温工作，对教室、学生宿舍
的空调、电扇要及时检查、维修，确保
空调、电扇能够正常使用，应开尽开。
同时，要注意定时通风，使用空调时要
防范因用电量过高和电线、变压器等
设施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事故，
确保电力设施安全。

各校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
实际情况，积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合
理调整课程安排，尽量减少高温时段
的室外活动，保证学生身体健康；要常
备防暑降温药品，发现学生中暑要立
即救治；要保证安全、充足的饮用水供
应，有条件的学校可向学生免费提供
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饮品，寄宿制学校
要合理调剂学生伙食。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前我省各
地各校均积极采取措施为学生解暑降
温。比如，在海口，海口市英才小学滨
江分校在教室使用空调；海口市第二十
五小学适当调整体育课，安排学生在大
厅荫凉处做适量运动；海口山高学校将

为学生准备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饮品。
在三亚，部分学校食堂为学生提

供开水、凉茶和绿豆汤，医务室为学生
提供风油精等，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在
陵水，有条件的学校开放空调，其他学
校在每间教室至少安装4台电风扇，
并通过开窗通风等方式防暑降温；在
万宁，各校利用广播、班会等形式宣传
防暑降温知识，增强学生自我防护意
识；在东方，各校安排人员为校道洒
水，在校医室配备藿香正气水、凉茶等
防暑消暑药品；在洋浦，各校通过微信
群提醒班主任及家长给孩子配备遮阳
伞、太阳帽，并选择穿浅色衣物，降低
学生自身热感……

除了连日高温，海南还将马上进
入汛期和溺水事故高发期。省教育厅
同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省教育厅关
于预防溺水工作的部署要求，提请当
地党委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通过
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校
联防等方式，联防联控做好预防学生
溺水工作，切实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特别要关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等特
殊学生群体安全监管。

各学校要持续开展预防溺水警示
教育，利用上、下午放学前最后一节课
进行“每天5分钟”防溺水等安全教育
和提醒，进一步强化周末最后一课安

全教育工作的落实；要多渠道、多形
式加强与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的沟
通联系，引导其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
行好监护责任，尤其要做好学生在上
学放学途中、周末、节假日等离校时段
防溺水教育及监管。

此外，各地各校要密切关注气象、
三防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值班，及时向
师生家长发布预警；要对前期开展的汛
前防风防旱准备暨风水旱灾害风险隐
患排查工作进行回头看，确保各项隐患
问题整改到位，防范措施落实到人；要
以开展“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等为契
机，大力开展预防暴雨、洪涝、台风等防
灾减灾宣传教育，确保师生安全。

省教育厅发布2020年学校安全风险防范2号预警要求

全力应对高温天气 帮助学生防暑降温

本报海口5月 8日讯 （记者孙
慧）5月8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市县、部门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企业要加强高温天气作
业劳动保护，合理安排室外作业时间。

高温天气下，森林火灾、危险化
学品爆炸等风险增加，省安委办要求

各市县、各有关部门发挥各自的职能
作用，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气象
部门要及时发布高温等灾害性天气
预警信息。各相关单位大力开展高
温干旱天气安全防范和应急管理宣
传教育。监督部门加强对重点行业
领域的安全检查，督促相关行业、企

业落实高温防范措施，严防各类事故
发生。

通知指出，企业需要建立健全防
暑降温工作制度，加强高温天气作业
劳动保护工作。一是要合理安排和
调节作息时间，灵活采取轮休等方式
缩短劳动者工作时间，气温超过37℃

时，要减少室外露天作业时间。二是
要改善作业环境，采取用良好的隔
热、通风、降温设施，保证生产现场符
合国家标准。三是要储备相应的防
暑降温物品，向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
合卫生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
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省安委办要求企业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

合理安排室外作业时间

■ 韩 慧

炎炎夏日，热浪滚滚。海南连续
出现几天高温，省气象台发布高温三
级预警，省委书记刘赐贵作出批示，
要求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的落实，体现
了浓浓的民生情怀。各市、县有关部
门、单位纷纷响应，马路上，洒水作业
频次增加；工地里，解暑饮品储备充
足……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烈日
下的坚守者送去丝丝清凉。

高温酷暑难耐，不仅让人感觉

不适，而且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容小
觑。此次省委书记刘赐贵作出批
示，体现出对防暑降温工作的高度
重视。这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强化
防范意识，层层压实责任，守住安全
生产底线，确保防暑降温措施落到
实处，尽力把高温产生的不良影响
降至最低。

重视高温天气的影响，确保防暑
降温措施落到实处，要把防暑降温等
同于民生之急之要。高温天气既影
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关乎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保障居民
用水用电，避免因为停水停电对居民
生活造成不便和损失，影响复工复产
的有序开展，有关部门要科学调度用
水用电，保障居民正常生产、生活不
受影响或少受影响。另一方面，要对
烈日下的坚守者做好人文关怀。由
于行业的特殊性，部分工作人员冒着
烈日酷暑坚守岗位，如站岗交警、快
递小哥、建筑工人等。对于这些工作
人员，相关单位要合理安排作业时
间，尽量避开中午太阳直射时段；要

利用条件对作业场所进行降温处理，
避免持续高温引发安全事故；要充分
做好应急预案，为烈日下的坚守者筑
牢“最后一道防护网”。多想一层、多
做一步，生产安全不单单是底线，也
是对劳动者的保护。

眼下，我省“战酷暑、抗高温”正
在有序开展，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各行各业要提高认识，夯实责任，加
强防范，确保防暑降温措施一项项落
到实处，以实际行动答好这道防高温
的民生考题。

答好持续高温下的民生考题

5月8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环卫部门联合爱心企业，将绿豆汤、西瓜、解暑
药品等送到环卫工人手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图/文

炎炎夏日送清凉

本报海口5月 8日讯 （记者良
子 通讯员魏鹏飞）连日来，受持续高
温干燥的天气影响，火灾事故频
发。5月8日，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
高温火灾预警，提示公众高温天气
注意消防安全，防止因高温天气引
发的火灾。

省消防提醒：炎热高温天气
下，燃气罐、氧气瓶、乙炔瓶、油漆
等易燃易爆物品不得放在太阳下暴
晒；不得将液化石油气瓶与其他物
品混装运输。高温天气，空调、冰
箱、电风扇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
电气设备线路易超负荷运转，应及

时更换老化失效的部件，使用时做
好电器通风散热，避免因插座、电
线、电器元器件局部过热而引发火
灾。长时间使用的空调、冰箱等家
用电器，要适当断电“休息”，以免
超负荷运转造成温度过高而烧坏
元器件。

此外，高温天气下，车主们要做
好家中交通工具维护保养；露天停
车时，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空气清
新剂、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并根
据车辆类型配备合适的灭火器材。
有关部门单位应加强火灾防范，严
禁携带火种，严禁使用明火。

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公众近期注意消防安全

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火灾

海口

为一线工人赠防暑物资
本报海口5月8日讯（记者郭萃）近日，海口

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5月8日下午，海口市城建
集团组织党员干部和工会人员在海口西海岸南片
区公园项目及江东大道（二期）生态长廊建设工程
项目现场开展项目工地抗高温、战酷暑、送清凉慰
问活动，为一线工人送上饮料、西瓜、解暑药品等。

在江东大道（二期）生态长廊建设工程项目现
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工人都穿着长袖外套和遮
阳帽施工。中铁广州局江东大道（二期）生态长廊
建设工程项目总工程师代全告诉记者，近几天，工
地上约有400名工人施工，为了防暑降温，项目部
调整了露天作业班组的作业时间，错开了每日中
午最热的时间段，保障工人的休息时间。该项目
还专门为工人设置了休息间，里面备有充足的饮
用水、凉茶、应急药箱等。

乐东

科学分配灌区用水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者

林东）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室外工作者
都在经受着严峻的“烤”验。近日，乐
东黎族自治县多举措积极应对炎热天
气，保障一线工作人员的人身健康和
作业安全。

乐东县农业部门重视各项防暑降
温措施的落实情况。“当前正是水果采
摘季，我们发出倡议，各果园采摘工人
应避免高温时段摘果，多喝水、喝绿豆
汤等防暑降温饮品。对于农业用水问
题，我们制定出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分
配农业灌区用水。”乐东县农业农村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乐东县电
力、水务部门每天还要对水、电、线路
等进行巡查检修，确保高温天气下供
水、供电正常，避免给群众日常生活造
成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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