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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严钰景 陈凯姿

韩裔美国人全大卫在海口经营的
一家西餐厅，几乎成了海南大学学生
们的“第二食堂”。虽已放暑假，仍有
不少留守海岛的学生光顾大卫的店，
除了饮食地道美味，更是源自疫情期
间他们与大卫结下的深厚友谊。

疫情发生以来，全大卫、劳拉、沈
义扬三个老外的故事，在海南岛广为
传播，他们的笑脸一直印记在大家的
脑海里。

学生们还记得6个月前收到的一
份特殊礼物——280份鸡肉三明治和
石锅拌饭，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
的时候，全大卫送到海大留守学生们
手中的。“很多学生加我的微信表示感

谢并发来开心用餐的视频。”大卫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仍掩饰不住喜悦。

3年前，全大卫从纽约来到海南
生活，在海口开了一家餐厅。疫情暴
发后，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关闭餐
厅。“我注意到，海大学生每周都会点
一次集体外卖。”大卫想，应该请他们
吃顿饭，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联系
学校、选餐、备菜、包装……为了准备
这顿爱心餐，全大卫带着8位员工，整
整忙了3天。

2月底，海口市面口罩严重短缺，
大卫发现身边不少人焦虑不安，热心
肠的他坐不住了。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从韩国买来6000只医用口罩，免费
发放给市民。“海南是个好地方，这里
已成为我的家乡，我们这些‘老外’，也
都想为防控疫情做点事、出份力，和中
国人民一起战胜疫情。”全大卫说。

与大卫捐助物资抗疫不同，爱笑

的南非籍英语教师劳拉·荷兰通过精
神上的鼓舞，为海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做贡献。

疫情初期，许多海南人都看过名为
《请不要摘下口罩》的英文短片。一名
红发碧眼的外国美女，呼吁大家听从社
区安排，安心居家，还表达了对中国抗
疫必胜的信心，片中主角正是劳拉。

视频开头，劳拉身披五星红旗，站
在楼顶天台俯瞰整座城市。被口罩遮
住的脸上，一双蓝眼睛透出坚毅的目
光。“这么打扮是为了表达自己声援武
汉、力挺中国，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保
护好自己就是为这场战‘疫’作贡献。”
她说。

已在海南工作生活两年的劳拉
说，自己早已深深爱上了这个温暖美
丽的小岛。“面对困境，人容易变得自
私和冷漠，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义务传
播一些正能量的理念。”

如今海南早已恢复正常生活状
态，劳拉也重回讲台，并且因为个人超
强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被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聘为特约外籍主持人，采访了
不少在琼外国人复工复产的故事。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社会
责任感和凝聚力，这是最值得骄傲和
称赞的地方，也使留在中国的外国人
感到安心。”劳拉经常在海外社交媒体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她和自己的学
生们相拥开怀大笑的照片也收获了无
数点赞。

海口市人民医院全科医生蒂
姆·斯蒂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
海南工作生活了近7年。他更喜欢别
人叫他沈义扬“沈大夫”。“致力于帮助
他人、传扬义行，让更多全科医生守护
人们的健康。”沈大夫总是非常乐意向
前来就诊的中国患者解释自己中文名
字的含义。

今年2月初，沈义扬一家从海外
度假回来，接到海口市社区通知，需居
家隔离14天。隔离期间，他除了录制
小视频教网友正确佩戴口罩等防护知
识外，还志愿当起了“家庭医生”。

“一些外国朋友、海南的邻居，包
括我孩子的同学及家长，关于疫情有
不明白的问题，都会来问我。我也会
通过微信、电话为他们解答。”沈义扬
笑着说。

为谨慎起见，除了简单的“远程问
诊”，他还会把海南的发热门诊、医院
免费咨询服务的信息转达给大家，减
轻大家对疫情的焦虑。医生这个身
份，让沈义扬成了身边亲友、邻居最信
得过的人。

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海口市民
杜科文说：“在海南岛的许多外国人，
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抗疫，真了不起！”

（新华社海口8月10日电）

海岛抗疫中的三张“洋”笑脸

一汽丰田开启购车季
即日起至金秋车展
购车有优惠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生李
秋萩）日前，为了拉动汽车消费，一
汽丰田开启“一汽丰田感恩购车节”
活动，8月至9月底以及海报金秋车
展期间购车有优惠。

据该品牌相关负责人介绍，8
月6日至8月30日期间，消费者通
过一汽丰田线上渠道支付一定数
额购买“云购嘉年华”专属礼券，
在9月30日前购车就可以兑换相
应的超值优惠福利。其中，选购
奕泽 EV或卡罗拉PHEV车型将
享受到现金优惠；选购双擎车型或
亚洲龙与奕泽的汽油版车型就能
获得价值近千元的“首年交强险基
金”；而选择其他车型同样也可以
得到相应的汽车美容装潢代金
券。即使最终未能完成购车，厂家
也会在活动结束后将消费者购券
的费用予以全额返还。

此外，海报金秋车展期间一汽
丰田的亚洲龙运动版、奕泽运动
版、威驰改款车型等3款新型车型
将亮相。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李秋萩

金秋车展，相约九月。眼下，距离今
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展开幕的日
子越来越近。海口中升雷克萨斯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帅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9月，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上，雷克萨斯将以混合动力
车型为主进行展示，如 ES300h、
LS500h、RX 450h、UX260h等，同时
首款纯电动车型UX300e及全新旗舰
MPVLM也将亮相车展。

雷克萨斯近年主推混合动力车
型，也在逐渐向纯电动车型过渡。此
次亮相车展的UX300e是日系豪华
纯电动型SUV，于今年4月下旬正式
上市。

肖帅介绍，UX300e延续了燃油
车驾驶习惯，外观、配置、内饰都较为
接近传统的燃油车，中控沿用了传统
的物理按键，驾驶感受更近似燃油
车。同时，UX300e搭载了全面升级
的 LEXUS CONNECT 雷克萨斯智

行互联服务。用户可通过e-LEX-
US CLUB智能手机应用进行远程充

电、电量管理、开启车内空调以及为
座舱预设温度等智能控制，还可通过

车主远程授权数字钥匙实现共享驾
驶。用户外出时，可通过车家互联功
能，远程控制家中已接入互联网的
灯、空调、热水器等电器，提升生活便
利性。

肖帅说，作为参与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13年的品牌，雷克萨斯十分认可
金秋车展的购买力和“金九银十”的时
间点。雷克萨斯坚持全系列产品进
口，针对金秋车展厂家设置了专属车
源支持，车展上相对平时车源更加充
足，客户订车等待时间缩短，甚至提供
部分现车。

“平时达不到金秋车展的优惠力
度。”肖帅介绍，本次车展上雷克萨斯
将根据车系不同，价格减免在5000元
至1.5万元不等，同时推出“交一万抵
两万”专属活动。除此之外，展厅前台
有原厂小礼品赠送，签约用户还能享
受到金秋车展专属的礼品，如价值
7500元的松下消毒机和4500元的雷
克萨斯车载冰箱。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上新”：

雷克萨斯首款纯电动SUV将亮相

我省首张槟榔价格保险保单落地

槟榔上保险
农户避风险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何方远）8月3
日，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签发首张槟榔价格保
险的保单，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和六弓
乡的31户槟榔种植户承保141.75亩槟榔的价格
保险，每斤槟榔的保险目标价格为6元，已签单的
保险金额为59.53万元。这意味着我省为稳定槟
榔价格设计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正式落地。

海南是我国的槟榔生产基地，目前全省有
200多万农民种植槟榔。近年来，槟榔在农户收
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由于加工与消费“两头在
外”，海南槟榔价格受制于市场竞争极易波动，特
别是今年受疫情的影响，种植户非常担心槟榔价
格跳水，急需政府出台相关的保护政策，为槟榔的
价格保险提供保障。

对此，保亭县政府本着先行先试的原则，与人
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携手共同推动，将槟榔的价
格保险纳入县级财政补贴的范畴，在全县范围内
积极推广实施，为槟榔种植户排忧解难。

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介绍，
保亭是我省槟榔种植大县，槟榔年产量2.1万吨，
为防止槟榔价格下跌，造成种植户贫困和脱贫户
返贫，人保专门为其设计了这款保险产品。本期
签发保单的保险期限，自今年的8月4日起至11
月30日止，保险产量700斤/亩，目标价格6元/
斤，保费由保亭县财政补贴80%，农户自交20%，
在此期间内，当槟榔价格低于每斤6元，保险人则
按约定的赔偿方式，对投保人给予经济赔偿。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昂
颖 通讯员尹可武）8月10日上午，以

“保护海上森林，青年在行动”为主题
的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蓝色营在海口
举行开营仪式。未来半个月，志愿者
将通过走访调研、纪录片拍摄、公众
宣传、环保教育、新媒体传播等多种

形式，进一步向大众宣传红树林湿地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公众的海洋
生态保护意识。

据了解，全国大学生蓝色营由海
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大
连海事大学等高校环保社团联合发
起，是调研我国沿海海洋生态保护现

状、宣传海洋环保理念的跨区域合作
体。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蓝色营团队
由来自全国的38名大学生环保志愿
者组成，他们将在海口东寨港，文昌
清澜港、八门湾，万宁石梅湾、小海湿
地，陵水分界洲岛，三亚铁炉港、青梅
港、三亚河等地开展红树林保护实践

活动。
营期结束后，全国大学生蓝色营

团队将整理出红树林湿地调研报告
提交给相关政府部门和环保公益组
织，为海南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提供
可行性建议及参考，后期还将在海南
各大高校陆续举办项目成果分享报

告会、研讨会。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环境教育协

会主办，旨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号召社会
各界保护红树林湿地资源，保护海
洋生态。

保亭扶持红毛丹特色产业发展

购苗有补贴
品牌有推广

本报保城8月10日电（记者梁君穷）阳光下，
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打包，一串串饱满的红毛丹被
小心翼翼地摘下……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华盛红毛丹种植基地见到的场
景。“现在正是保亭红毛丹大量上市的收获季，保
亭红毛丹畅销全国，今年的收购价格也保持在10
元以上，市场行情不错。”该基地负责人于德胜高
兴地说。

保亭红毛丹产业的红火，离不开当地政府部
门的有力扶持。为进一步减轻农户负担，助力农
业增效，今年，保亭立足实际，充分利用和整合各
项发展资金，对申请购买红毛丹种苗的农户、专业
合作社等给予补贴，补贴比例为种苗中标价的
70%，种植户自筹30%。

日前，在保亭加茂镇的一个苗圃基地，十几名
农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根据自己申报的数量
进行清点，然后将红毛丹种苗搬运上车。“红毛丹
市场行情不错，不少人都赚到了钱，这次我知道购
买红毛丹种苗有补贴，就申请了200株，希望能通
过种植红毛丹增加家庭收入。”加茂镇共村的种植
户王运权说。

据了解，此次发放的红毛丹种苗为保研 7
号，保亭全县共补贴购买种苗4.7万余株，将种
植1900亩，保亭县农业服务中心还对每位申请
红毛丹种苗的农户进行实地核实，并根据农户
的土地面积大小确定实际发放种苗数量，同时
将做好后续技术跟踪服务，切实保障农户种植
有成效。

保亭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县红毛丹种植面积约2.5万亩，收获面积2万亩，
年产量2.25万吨，产值4.5亿元，红毛丹产业已成
为保亭农业经济的高效增长点和重要产业，以及
保亭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和农旅结合的特色产业。

此外，由保亭县政府主办的“一片丹心”保亭
红毛丹公用品牌媒体推介会将于8月14日上午
在海口举行。推介会将推介保亭红毛丹公用品牌
体系，加快扩大红毛丹品牌知名度，提升社会关注
度，促进企业间产销对接，促进红毛丹产业的商贸
交流。

践行“两山”理论 生态文明作表率

万宁严厉打击欺诈骗保活动

拒付和追回
违规医保基金209万元

本报万城 8月 10日电（记者袁宇）8 月 1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该局自去年7月成立兼职稽查队伍、设立了医
保基金稽查专家库等措施打击欺诈骗保活动，
效果明显，全年实现检查定点医疗机构117家，
现场检查全覆盖。截至今年6月份，共拒付和
追回违规医保基金 209.62 万元，其中，拒付
148.99万元、追回60.63万元，有力保护了群众
的“救命钱”。

当前，万宁市正全面重点稽查第一批检查医
院和卫生院，初步发现涉嫌欺诈骗保问题的定点
医院和卫生院各1家，第二批将在全面检查村卫
生室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报销费用增长异常和医
保报销费用较高的村卫生室。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万宁市医疗保障局抽
调审核人员成立了兼职稽查队伍，并和万宁市卫
生健康委共同抽调34名医疗专家，设立了医保基
金稽查专家库，解决了稽查力量不足的问题。重
点查处公立医院7家、民营医院3家、个体诊所1
家，拒付、追回和罚款共217.33万元。该市相关
职能部门共发现21家定点医疗机构175人次挂
床住院，其中，已通过系统拒付167人次挂床住院
费用，正在核实8人次挂床住院费用。

据悉，万宁市医疗保障局日前还联合市卫生
健康委、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召开医保基金执法
检查动员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分析案
例，详解欺诈骗保九种行为，为定点医疗机构设
置了红线。

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蓝色营在海口开营

保护海上森林 维护海洋生态

即将亮相海报金秋车展的雷克萨斯首款纯电动车型UX300e。
（图片由海口中升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听周边的村民介绍，6月底就看到了这两只黑脸琵鹭。”8月6日，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终于在位于海南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下塘湿地保护小区发现并拍摄到了黑脸琵鹭的美丽倩影。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和过去通常是10月份来海南过冬不同，这两只黑
脸琵鹭提前近4个月来到海南，实属少见。

据了解，黑脸琵鹭是大型候鸟，中国二级保护动物。通常于10月下旬陆续飞来海南越冬，到次年4月初返回北方。至于为何它们会提前4个月出现
在海南？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所长卢刚看了照片后判断，因这两只黑脸琵鹭翅膀末端是黑色羽毛，说明它们是没有参与繁殖的亚成鸟，“这两只黑脸琵
鹭可能今年没有去北方繁殖地，也可能是已经去了繁殖地后，在迁飞路线上到处游荡并停留在了海口东寨港。”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图/通讯员 冯尔辉

黑脸琵鹭：
翩翩倩影提前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