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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郭萃 通讯员袁迎蕾 吴春娃）海南日
报记者10月21日从省气象部门获
悉，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已于
当日20时加强为强热带风暴，将以
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
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之后

趋向海南岛东南部近海，可能于24
日下午至夜间登陆海南岛东南部或
从海南岛南部近海擦过。21日上
午，省气象局已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受“沙德尔”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21日至26日，南海东部、中部海域、
三沙海域和海南岛四周海面自东向

西将有强风雨天气。陆地方面，预计
23日夜间至26日白天，海南岛将有
一次强风雨天气。全岛大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气象部门预计，23日 20时至
26日20时各地累积雨量：三亚、陵
水、保亭、五指山、琼中、文昌、海口、

琼海、万宁、屯昌、澄迈、定安和临高
等市县150～200毫米、局地300毫
米；儋州、白沙、昌江、乐东和东方等
市县80毫米～150毫米。

另外，24日至25日白天，海南
岛四周沿海陆地将伴有8～9级、阵
风10级的大风。

我省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
委公布，10月21日海南省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具体情况如下：

艾某某，男，9岁，国内家庭住址为浙江金华
市。2019年 1月底从国内到马拉维，一直居住
在当地。今年9月28日乘坐马拉维包机（航班
号为HU480）入境海口并进行集中医学隔离观
察。9月29日至10月11日，海南省有关检测机
构对其进行多次咽拭子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新冠病毒核酸阴性，IgG抗体阳性。海南省严格
按照常态化防控措施，继续给予集中隔离观察并
按常规检测核酸。10月20日凌晨，海口市报告
艾某某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阳性；10月20日再
次复核，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阳性，IgG抗体阳
性。入境后，体温正常，无其他不适，CT、血常规
结果均无异常。经专家组讨论，判定为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措施，9月
28日马拉维包机所有人员入境后即严格管控，全
程闭环管理，并集中隔离观察。艾某某的密切接
触者2人，为其在集中隔离期间的照看者，一直在
隔离管控。

我省44家机构
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马珂）近日，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要
压实发热门诊的“前哨”责任，严格落实首诊负责
制，对发热门诊患者一律进行核酸检测，在等待核
酸检测结果期间要采取单间隔离。10月21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目前我省拥有
核酸检测能力机构已达44家。

通知还要求，强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
设，落实“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要尽快提高检测能力，满足本院检测需求。要
对发热门诊患者、住院患者、陪护人员及一线医务
人员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时发现，尽快处
置，真正起到哨点医院的作用。

海口9月空气质量
位居全国重点城市首位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习霁鸿 实习
生陈燕）生态环境部10月20日通报了2020年9
月和1-9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在全国168
个重点城市中，海口9月单月与今年前9月的空
气质量均位列首位。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
年9月海口环境空气状况较为良好，空气质量指
数均保持在优良以上。下一步，海口市生态环境
部门将继续推进全市“六个严禁”“两个推进”以
及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加强全市柴油车、非
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气污染防治，加强全市
臭氧污染防治工作，确保海口环境空气质量保持
优良水平。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焦晴）受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5天，我省陆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强风雨
天气将叠加我省内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为提高社会防御台风意识，降低风险，今天省应急管理厅对外发布“沙德尓”防御重点及建议。

“沙德尔”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可能于24日下午至夜间登陆海南岛或从近海擦过

持续多日强风雨天气导致我省次生灾害风险叠加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沙德尔”防御重点

◢ 渔船防风方面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渔船尽快
回港避风以及海上网箱、渔船渔
排人员撤离上岸。提醒陆上养殖
户做好塘堤设施加固、定时巡塘，
防止溃堤、漫塘，必要时及时收捕
养殖水产品，预防台风、洪涝造成
财产损失。督促本地鳄鱼驯养企
业和养殖户，做好防风防涝安全
工作，防止鳄鱼逃逸。

◢ 防洪排涝方面

省水务厅等部门重点关注13
座高水位运行的大中型水库、102
座小型水库和正在除险加固的8
座小型水库，加强水库监测和巡
查，做好水库科学调度。强降雨
可能引发城市内涝，建议各市县
做好低洼易涝点、地下空间等排
涝准备工作。本次台风影响过程，
局地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需密切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

◢ 海洋灾害方面

由于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
受台风风暴潮和近岸浪共同影
响，我省重点关注海口、文昌、琼
海、万宁、陵水、三亚沿海的养殖
渔排、网箱、养殖场和渔港设施等
防潮工作，防止溃堤、漫塘，适时
关闭受影响区域滨海旅游景区、
海水浴场等，及时做好南海海域、
我省近岸海域渔船和有关船只防
风避险工作。

◢ 地质灾害方面

鉴于地质灾害与降雨量成明
显累积性、滞后性效应，受前期较
大降雨的共同作用，我省下一步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较大。需要重点
防范区主要有琼中、五指山、保亭、
昌江、白沙、琼海、万宁、三亚、陵水
等9个市县；重点防范地段包括山
区公路两侧，及三亚鹿回头、东方
鱼鳞洲、儋州龙门激浪等景区景
点，以及隐患点风险高的村镇。

各市县还需重点防范在
建工程、农村房前屋后高陡
边坡，小流域沟谷沟口，山区
公路边坡等。未知的地质灾
害隐患点威胁更大，有关部
门应全面细致深入排查，加
强动态监测，发现异常或险
情，要科学处置，立即转移危
险区群众。

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10月31日举行
考生须从10月24日起进行健康打卡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王梦洋）省考试局日前发布公告，我省下半年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定于10月31日举行。10
月26日起，考生可登录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系统自
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根据考试疫情防控要求，自10月24日（考前
7天）开始，考生要登录海南省健康一码通系统进
行每日健康打卡。进入考点时，考生须打开个人
健康码供考点工作人员核验。同时，考生须接受
体温测量，并佩戴口罩进入考点，在考场内严禁擅
自摘除。考试过程中身体如有不适，考生可举手
报告监考员。

省考试局提醒，考前14天内有过发热（体温
≥37.3℃）、咳嗽、气促等症状的考生，须提供7天
内一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证明。考试14天前
曾密切接触过确诊或无症状感染者，或考前1个
月内有过（境）外旅居史的考生，须提供隔离期满
14天及隔离期间2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
证明。考前14天内有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的考生，需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否则不得参加考试。

考点设置与地址、考试科目及时间等信息，考
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韩晓璐

最近10天的经历，对于海口市
民潘绿茵一家而言，可谓是既倒霉
又幸运——倒霉的是，10月13日下
午，潘绿茵骑车经过海口市大同路
香港城门前路段时，一棵被台风刮
倒的大榕树将她砸晕并压在树下；
幸运的是，周围近20名热心市民伸
出援手，合力抬树救人，让潘绿茵能
及时被送往医院治疗，并顺利脱离
了生命危险。

当现场救人的视频被传到网上
后，网友们被这些市民的暖心善举深
深感动，并发起了寻找海口“雷锋”的
活动。

通过市民提供的线索，海南日报
记者已联系上当时参与救人的餐饮店
老板、外卖骑手、保洁阿姨、保安小哥
等共计10人。

10月21日下午，潘绿茵的家属
来到香港城当面向好心人道谢。见到
女儿的救命恩人时，潘绿茵的父亲潘
家存动情地说：“没有你们的出手相
助，我女儿的命就保不住了，你们就是
当代活雷锋！”

七旬父亲登门感谢救命恩人

“这些热心市民就是我们全家
的恩人，我一定要代表女儿当面向
他们表达感谢。”21日上午，得知记
者已经找到 10 名参与救人的市民
后，年至七旬的潘家存坚持要一家
家登门道谢。

参与救人的市民中，多人在香港
城的商铺工作。21日15时，记者和
潘绿茵的家属一走进香港城商场，就
碰到正在做保洁的蔡秀珍，她是最先
发现潘绿茵被树砸倒的人：“我当时正
在一家奶茶店门口拖地，那棵树就离
我10米远。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整棵
树突然倒下了。走近一看，树下还压
了个人，我就赶紧跑进商场呼救。”

蔡秀珍的呼喊很快引来了“救
兵”，奶茶店老板陈鹏第一个冲了出
来。“我跑到树前，看到人已经开始翻
白眼，感觉伤势十分严重，就赶紧打了
110、120。”陈鹏说，其实他当时也很
紧张，不敢随便挪动伤者，怕造成二次
伤害。

“当时有路人冲我喊，赶紧抬树，
否则人要出事，我这才反应过来。”陈
鹏说，一开始只有四五个人，很快人越
来越多，随着十几个人整齐发力，大树

被抬起，伤者也被人从树下慢慢挪了
出来。

印刷店的经理肖秋前也是当时抬
树救人的一员。现在，他的胳膊上还
留着被树枝刮破的一道道伤口。“和救
人相比，这算得了什么。”他说。

商场保安、汉堡店员工、美甲店老
板……当天下午，潘家存拜访了目前
找到的参与救援的市民，并把他们的
名字和电话一一记下，“没有你们，我
现在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大家的
恩情我会记一辈子。”

挖掘出更多“雷锋”线索

在登门拜谢的过程中，通过大家
的回忆，更多海口“雷锋”的线索也被
挖掘出来。

塔斯汀中国汉堡店店员徐宝兴给
大家播放了当时拍下的救人视频。视
频中，有一个戴着黄色头盔和两个戴着
蓝色头盔的年轻男子。“戴黄色头盔的
是美团公司的外卖小哥，名叫羊茂生。
当时，他正在我们店里等餐，听到呼救
后，马上冲了出去。带蓝色头盔的是饿
了么公司的外卖小哥，这两人现在还没
找到。”徐宝兴说，耽误时间就意味着订
单超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
先救人，非常令人敬佩。”

当时一起抬树救人的还有4个
德邦快递的小哥。“他们开车路过。
看到这一幕，就把车停在路边，下车
和我们一起救援。”陈鹏说，等伤者
被大家从树下挪出来后，这 4个快
递小哥又从车上拿下来一块很大的
塑料膜。大雨中，他们和现场的派
出所民警伸直胳膊把塑料膜高高举
起来，给伤者遮风挡雨，一直到救护
车到达现场。

占兴富是当时120救护车上的出
诊医生。他回忆，当到达现场时，交警
和热心市民都在现场维持秩序，大树
已经没有和被砸女子的身体直接接
触，女子也逐渐恢复了意识。他记得，
当时还有一个戴着口罩、背着书包的
年轻小伙，帮助医务人员抬担架。

潘家存也表示，希望社会各界继
续提供线索，找到更多参与救援的海
口“雷锋”，同时，他也向那些不愿露面
的好心人说一声谢谢。

伤者生命体征逐渐好转

在拜访过程中，这些好心人也
十分关心潘绿茵的身体状况。潘家
存告诉大家：“女儿手术很顺利，已
经从ICU病房转入普通病房。身体
各项体征都非常平稳，已经脱离生

命危险了。”
21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正好碰到来此探望潘
绿茵的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办事
处西湖社区主任庄裕福和海口市公共
绿化管理所工作人员。

庄裕福介绍，潘绿茵是西湖社区
的工作人员。事发当天，为了做好台
风应对工作，潘绿茵和同事一起出去
采购防风物资，在回单位的路上发生
了意外。

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工作人员
表示，台风来临前，该管理所对全市的
树木进行了修枝和加固工作。砸到潘
绿茵的这棵小叶榕，高9米，胸径50
厘米，树龄已超过30年。因这棵小叶
榕树是根部腐烂，工作人员在养护时
没有注意到，因此没能及时进行养
护。“事发后，我们马上联系保险公司
协商了赔偿事宜，并在全市范围开展
了景观树的专项排查与整治。”

潘绿茵的丈夫蔡先生告诉记者，
意外发生后，海口相关职能部门给潘
绿茵聘请了护工，并拨付了医疗款
项。“现在她已经恢复意识。接下来，
我们将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
康复。出院后，我们全家人还要再去
感谢那些好心人。”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海南正能量

海口被树砸倒女子家属登门感谢抬树救人市民：

“你们就是活雷锋！”

10月20日，在山海高速五
指山特长隧道内，工人使用振捣
器捣实混凝土路面。该隧道贯
通后，洞内空气不流通的闷热环
境得以改善，工人正扩展作业
面，加快施工进度。

据了解，五指山特长隧道
是目前海南公路建设投资规模
最大、通车里程最长、施工难度
最大的隧道。该隧道主线采用
双向四车道设计标准，设计时
速100公里/小时，左线长4845
米，右线长4870米，隧道最大
埋深约383米。隧道跨越5个
地层断裂带，所处区域地势起
伏大，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五指山特长隧道
加快施工

扫二维码，查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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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20日12时-10月2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4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5

24

2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预计
23日夜间⇒26日白天

海南岛陆地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

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