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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 2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吴超）台风“森拉克”
擦过海南，琼州海峡航线于 8月 2
日 10:00时起恢复通航。据了解，
自7月31日 18:00时停航开始，海
南铁路轮渡北港港口外的车辆已
排出近6公里的长龙，滞留了大量

旅客、车辆。
为保障滞留旅客、车辆快速过

海，海南铁路轮渡北港多措并举抢运
滞留旅客、车辆。在接到复航通知
后，各岗位提前对绑扎设备、门窗等
进行解绑，并对设备进行调试，完成
了复航准备工作。

2日8时起，铁路北港滞留旅客、
车辆有序进港，为提高工作效率，让
旅客尽快购票登船，海南铁路轮渡北
港及时加开售票窗口，提高出票率。
各班组密切配合，干部、工班长第一
时间到现场进行引导和盯控，加强了
现场组织，确保了抢运工作安全、快

速、平稳。
铁路部门提醒，目前抢运工作仍

在有序进行，请各位司机、旅客密切
关注天气预报及航班动态，雷雨天气
注意出行安全。

海南日报记者 2 日还从海南
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琼州海峡自

8月 2日 10：00 时起恢复通航，进
出岛旅客列车同时逐步恢复开行。

按照海事部门通知，海南铁路轮
渡自8月2日10:00时起复航，海南
铁路轮渡将按照日开行16对航班组
织，保证充沛运力，全力抢运因台风
滞留的旅客、汽车过海。

琼州海峡航线复航
海南铁路轮渡北港多措并举抢运滞留旅客车辆

共论基础教育改革之道
海南自贸港外语人才培养与基础教
育发展论坛在澄迈举行

本报金江8月2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
家专）8月1日，海南自贸港外语人才培养与基础
教育发展论坛在位于澄迈县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
属海南外国语学校召开。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天津外国语大
学附属外国语学校以及全省数十所学校近百名教
育工作者共同解析教育发展趋势，共论基础教育
改革之道。

论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林卫民、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张奎
文分别在论坛上发表了《如何应对基础教育高质量
时代的挑战》等主题演讲。其中，林卫民从认知能力
向社会情感能力拓展的广度、从基本素养向全球化、
国际素养的深度、从全面发展走向确保每一个学生
成功的高度进行了如何落实高质量教育的论述。

本报海口 8月 2日讯（记者傅
人意 实习生陈韧锐）近日我省降
雨使旱情有所缓解，省农业农村厅
种植业管理处处长李鹏表示，各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和广大农户，要抓
住热带低压后降雨有利时机，做好
农业生产管理，尤其要抓紧组织农
民开展水稻插秧和其他粮食播种，
及时做好各种热带作物和果树的

施肥管理。
抓好水稻等粮食生产工作。西

部地区要及时利用热带低压带来雨
水的有利时机，抓紧组织农民开展水
稻插秧和其他粮食播种；已完成插秧
地区要注意做好排涝工作，同时注意
防控稻飞虱等病虫害。

做好地势较低的百香果、香蕉等
热带水果果园的排灌工作。要及时

挖沟排水，避免果树根系积水腐烂。
有条件的果园可通过园中排灌沟引
水储备，以免后续干旱缺水。此外，
还要注意胡椒园的排水工作，除了及
时排涝外，一些土壤粘性较大或地势
较低的椒园还要避免土壤水量水分
过高而发生胡椒瘟病。

做好果树、热作等病害防治。雨
水过后一般果树、槟榔、胡椒、橡胶等

会发生各种病害等，要及时选择对症
药剂进行预防。特别是当前槟榔要
及时选择一些保护性药剂，对花穗和
小果进行施药防治。

做好各种作物施肥工作。要
利用本次热带低压带来雨水的有
利条件，及时做好各做热带作物和
果树的施肥管理。选择雨后晴天
及时喷施叶面肥，土壤含水量适宜

时根外追肥，追肥时要勤施、薄施，
避免一次性追肥过多造成流失和
烂根。

李鹏表示，常年蔬菜种植还要
做好风灾、水灾防范，一是要及时排
涝，避免积水；二是要及时加固蔬菜
大棚，以免台风造成倒塌或薄膜破
损；三是露天蔬菜要提早收获，减少
损失。

省农业农村部门提醒抓住降雨有利时机做好农业生产管理

抓紧插秧播种 防治果树病虫害
海口启动
户口清理整顿工作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张天坤）7月 3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
安局获悉，为确保海口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工作质量，即日起至2020年 9月底，该局将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人口普查登记前的户口清理
整顿工作。

据了解，此次户口清理整顿工作涵盖全面
解决无户口人员户口登记问题、全面清理应销
未销户口、全面清理重复（虚假）户口、全面开
展人户分离清理工作、及时申领二代居民身份
证、及时更新户口信息、全面登记流动人口信
息、征集户口问题线索等8个方面。为方便群
众办理户籍业务，海口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椰城警民通”的民生版块“不见面审批大
厅”有各类户口、身份证、居住证业务办理材料
和办理流程指南，并提供全程不见面审批。市
民群众可关注公众号，实名注册后足不出户就
能网上办理各类户政业务。

据悉，近期海口警方严厉打击处理各类
非法办理户口、身份证行为，已查处 7家非法
中介公司，刑事拘留 20 余人，行政拘留 10 余
人，清退提交虚假材料落户 190 余人。市民
发现或掌握非法买卖、办理户口和居民身份
证等问题线索，可向属地公安派出所举报，公
安机关将严格为举报人保密。海口警方呼吁
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此次户
口清理整顿工作，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打好基础。

农民插秧缺水
台风送来“及时雨”

8月2日，琼北地区的
农民抢种今年的第二季水
稻。今年5月以来，全省多
次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高温
天气，导致多个市县的农
田受旱。今年第3号台风
“森拉克”给海南田地带来
“及时雨”，缓解了插秧缺
水问题。

图为在澄迈腾讯生态
村附近，农民在大雨中抢
种水稻。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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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看教育：
现场课生动诠释“好教育”

分享会上，全国知名数学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吴正宪，
为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二年级
的28名学生讲授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现
场课。

上课前，吴正宪和学生互相鞠躬，谦
逊有礼。课上，吴正宪基于小学数学课
程中的教学内容，站在儿童的立场，不断
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交流和表达。整节
课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呵护和尊
重，充满了笑声、掌声、提问声和辩论声，
充分展现了吴正宪“好吃又有营养”的儿
童数学教学主张。

“聊着聊着就会了，问着问着就明白
了。”一堂现场课生动诠释了北京大学附
属小学海口学校“以人为本，快乐和谐发
展”的办学理念。

北大附小海口学校执行校长范冰表
示，学校办学两年来，学校教育教学理念
深受家长认同，学生在北大文化的熏陶
下自由而茁壮地成长，学校尊重孩子的
多样性和个性，也给予了孩子“充分的阳
光、雨露和沃土”。

“走进北大附小海口学校，通过孩子
们在课堂上敢于质疑、善于思辨的表现，
我们看到北大精神在传承，这也从侧面
展现了学校民主、自由、和谐的学习氛
围。”全国知名数学特级教师、教育部“国
培计划”专家孙京红说。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集团总校校长
尹超谈及“爱与自由的教育”表示，我们
不能拿一把尺去衡量每一个孩子，要尊
重、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好的教育
应该是融入渗透到教育教学中的每一
个细节。“爱”和“自由”是最接近教育本
质的两个词汇，因为“爱”给教育提供支
撑基础，而“自由”则给教育提供个性发
展的空间。在北大精神浸润下的爱与
自由，是意义丰富、深远的。它意味着
给师生充分的关爱、呵护、欣赏和信任，
让学生们在宽松、惬意的环境里“专心
地学习，痛快地游玩”。

分享会上，海南省北大附小幼儿园
园长董茂静分享了该园的办学理念。她
表示，该园以“游戏中学习，游戏中成长”
为导向，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海南省
北大附小幼儿园、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
口学校与北京大学同根同源，幼儿园将
于今年秋季正式开园，希望把该园办成
海南省民办幼儿园的典范。

从活动看教育：
多元化实践学习促全面发展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是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在海南创办的第一所直属
学校。北大附中海口学校执行校长赵豫
桥在实践课程分享中介绍，学校延续了
北大附中“学生为先，多元自主”的办学
理念，采用走班制、书院制、导师制等组
织形式，让学生在丰富多样的主题和项
目中进行探究式、体验式学习，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在让学生体验成长过程的同
时，利用二一分段教学法让学生真正融
合理论与实践，更加适应新高考改革。

什么才是原汁原味的北大教育？面
对这一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附
属中学集团总校校长王铮给出了回答。

作为教育改革领航者，王铮为家长

们打开教育的新视域。王铮表示，教育
不能走捷径，北大附中在教育教学研究
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北大附中“找苦吃、
敢于吃苦”的执着源于对教育的不懈追
求。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是经北京大学批
准在海南创办的、非常有生命力和活力

的学校，学校在传承北大精神的同时，也
在不断进行教育创新改革方面的探索。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尊重每一个
学生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着眼于学生未
来，同时将北大百年沉淀下来的“思想自
由 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国际化视野
和特色办学模式带到海口，为海南教育

提供更多经验。
高考刚结束，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

口学校被北京大学指定为2020年海南
省招生、咨询、选拔办事处，海南招生组
负责人、教授刘卉就北京大学的招生政
策为到场家长进行深入解读和分析，她
说：“北京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海南的学
生，除了学习成绩这块‘敲门砖’，北京大
学也更加看中学生的胸怀、眼界和综合
素质。”刘卉透露，今年北京大学将在海
南和北大附中海口学校实施合作培养计
划项目，由北京大学博士生和硕士生组
成的“鸿雁计划”将在今年暑期来到海口
作交流分享。毕业于北大附中的两位北
京大学学生，也在现场分享了“学长北大
之路”的成长心得。

K12全龄教育体系：
让孩子从小到大读北大

北京恩祥集团本着“办好人民满意
的国际化教育”的初心，与北京大学附
属小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办学，
共同创办了海南省北大附小幼儿园、北
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北京大学附
属中学海口学校及国际部。从幼儿园
到高中的一贯制K12全龄特色教育，与
北京大学一脉相承，与北京大学附属小
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共享教学课程和
教育资源。

源自北京校本部的先进办学模式，
以北京本部优质教师为骨干教师框架，
以知名高校毕业生为师资储备的强大
师资队伍，充分保证了这些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

这些学校尊重个性的发展理念，更
加注重对孩子全面素养的提升。坚持素
质与分数同行，成长与成才并重，致力于
创设具有爱国情怀、独立意志、社会担
当、国际视野和终身学习力的卓越教育，
坚持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并举，以“五年
内打造成国内一流学府”为目标，打造海
南教育新高地。

从小到大，读北大——北京名师名校助力海南教育分享会在海口举行

介绍北大附中附小海口学校办学特色
千余名家长慕名而来 4万余名观众收看直播

8月1日，从小到大，读北大——北京名师名校助力海南
教育分享会在海口举行，千余名家长慕名而来，线上4万余
名观众同期收看活动直播。整场活动形式多样，到场嘉宾通
过授课、教学实践分享、圆桌论坛等形式，与家长朋友们分享
了海南省北大附小幼儿园、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北
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及国际部全龄教育模式的育人理
念、办学特色，详细解读北京大学招生政策。

⬆全国知名数学特级教师
吴正宪现场授课。

➡从小到大，读北大——北
京名师名校助力海南教育分享
会在海口举行。

本组图片由北京恩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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