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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尤梦瑜

随着舒缓的音乐响起，一位舞
者在医院大厅内立起足尖，为面前4
岁半的白血病女孩婷婷（化名）跳起
了芭蕾舞。婷婷目不转睛地观察对
方的脚尖、步伐，一点一点地记着。

11月20日上午，一段被多次转
发的网络视频打动了众多网友：就
在前一天，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
心（海南省儿童医院）内，婷婷随着
钢琴曲翩翩起舞，可爱又令人心疼。

“愿小天使赶快好起来”“加油，
小天鹅”……祝福、鼓励如潮而至。
得知她有个芭蕾舞梦，海南日报记
者联系了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
校，学校当即决定帮婷婷圆梦。

20日下午5时，一双红舞鞋、一
身舞蹈练功服被该校师生送到病
房，婷婷摸着红舞鞋爱不释手。该
校校长陈仁华还专门带着舞蹈老

师、学生一起来，“我们想，也许婷婷
没有近距离地看过芭蕾舞，所以想
让学生龙玉妹专门为她跳支舞。”

“孩子确实很喜欢跳舞，经常看
着电视和舞蹈视频自学。”母亲李女
士还记得，婷婷对舞蹈痴迷的模样。

变故发生在去年10月。当时，
婷婷玩滑板车崴到脚，随后便伴发
关节疼痛，别说跳舞，甚至连路都走
不了。几番求医后，婷婷被确诊为
白血病。这个噩耗，几乎要压垮这
个家。

直到婷婷住进省儿童医院儿童
血液肿瘤科后，李女士被告知其症
状通过化疗，治愈率比较高，这才松
了一口气。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
婷婷也可以下床走路了。

李女士印象深刻的是，婷婷很
喜欢歌舞影片《冰雪奇缘》。化疗后
头发掉没了，她就用家里的浴巾裹
着头，假装自己有和影片中公主一

样长长的头发，还会用被子包出一
条拖地长裙，配合舞蹈。

婷婷也一直念叨着，想要一条芭
蕾舞裙子和一双芭蕾舞鞋，但是由于
父亲忙于打工赚钱养家，李女士又要
照顾孩子，这个心愿迟迟未能实现。

19日，因为咳嗽，婷婷回院治
疗，走到大厅时，她说：“妈妈这个音
乐太好听了，我好想跳舞呀。”说完
便跟着音乐翩翩起舞，李女士则用
手机记录了下来。

一天后，同样在这座医院，婷婷
的心愿一个个被实现。

舞毕，龙玉妹拉起了婷婷的手，
想一起合跳。婷婷一开始有些害
羞，但不一会儿就主动和龙玉妹跳
起舞来，穿着拖鞋的小脚丫也有模
有样地踮起来，在音乐中旋转、踮
脚、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行礼……舞
蹈中的婷婷，显得那么快乐。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张
期望）11月20日上午，海口2020年
首个安居型住房项目开工建设。今
年，海口还将开工建设5000套安居
型住房，至2022年共计建设1.8万套
安居型住房。

当天开建的海口美舍仕家安居
型住房项目位于国兴大道美舍河旁
的下洋瓦灶棚改地块，占地面积
11.35 亩，总建筑面积为3.8 万平方
米，由碧桂园海南区域公司投资建

设，计划投资约 3.9 亿元，预计在
2022年年底交付使用。

该项目将以低于同区域商品住
房均价面向符合购买条件的本地居
民家庭、引进人才以及基层教师和医
务人员配售。该项目还是省内首个
采用智能机器人施工的项目，通过运
用“建筑机器人+BIM+装配式”相结
合的建造模式，以提升建造效率和工
程质量，改善施工环境。

今年上半年，我省计划在海口、

三亚、儋州、五指山、定安和陵水6个
市县开展安居型商品住房建设试点。

其中，海口根据城市控规及土
地储备情况，选取了5个交通便利，
且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齐全的优
质地块，拟作为近期安居型商品住
房建设用地。具体分别为长秀片区
E1001-1地块、美兰区下洋瓦灶片
区旧改项目地块、药谷人才房项目
北地块、药谷人才房项目南地块、南
区福邻中心地块，土地面积共计约

206.77亩。
根据计划，2020年海口开工建

设安居型商品住房5000套，2021年
开工建设6500套，2022年开工建设
6500套，共计1.8万套。海口力争用
3年时间，基本解决本地居民、引进人
才和基层教师医务人员住房问题，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提升居民获
得感和幸福感，享受海南自贸港建设
红利。

海口3年内将建1.8万套安居型住房
力争基本解决本地居民、引进人才和基层教师医务人员住房问题

“奔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
健跑活动琼海站今日开跑

本报嘉积11月20日电（记者刘梦晓）11月
21日，以“寻梦万泉河·畅享新生活”为口号的

“奔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活动琼海站，将
在琼海市万泉河文化广场开跑，1500名选手参
与活动。

据悉，“奔跑海南”2020环岛全民健跑琼海站
活动以全民健跑的形式，挖掘琼海城市文化内涵，
生动诠释城市之美，带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营造
健康、积极的城市文化氛围，展示城市形象及经济
社会发展面貌，体现琼海人民共同用行动奋进新
时代，共同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精气神。

据悉，此次全民健跑活动设置了个人10公里
组、个人5公里组、情侣5公里组、亲子5公里组等
组别。其中5公里组的路线设定为：琼海万泉河
广场（起点）—万泉河路（向南行进至万泉河路与
豪华路交叉位置）—豪华路（2.5公里折返）—折返
—万泉河路（向北）—万泉河广场（终点）；10公里
组的路线设定为：琼海万泉河广场（起点）—万泉
河路（向南直行一段距离后向东直行至万泉河路
与人民路交叉位置）—人民路（5公里折返）—折
返—万泉河路（向西行进一段距离后向南直行）—
万泉河广场（终点）。

此次是琼海市第三次举办全民健跑活动，由
省总工会、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

确保火箭飞行任务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11月23日至25日
文昌部分路段实施管制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武艳琰）为确保文昌火箭飞行任务期间我省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有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
定，将对文昌航天发射基地周边道路及通往文昌
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
20日从省公安厅获悉的。

具体实施管制时间和范围如下：2020年11
月23日8时至25日8时，禁止运载易燃易爆危化
品运输车、核载5吨以上货运车辆进入文昌市管
制路段，管制路段禁止停放一切车辆；火箭发射前
3小时，禁止无通行证的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
龙昌线、文铜线和乌东线；火箭发射前1小时，禁
止一切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
乌东线，解除管制时间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确定。

实施管制路段：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
线、乌东线（3.3公里至6.3公里）；文昌市龙楼钻
石大道、淇水湾大道、紫微路、彩虹南北路、清澜
大桥。

海口城区医院停车难后续——

调整交通设施
挖掘车位资源

本报 11月 20日讯 （记者张惠
宁）11月16日，本报报道《海口城区
各大医院普遍存在就医停车难现象
一车何以难求一位》刊发以后，海口市
卫健委高度重视，积极对报道作出回
应，并组织相关科室及各大医院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问题成因，制定相关整
改措施。

针对海口城区各大医院就医停车
难现象，海口市卫健委表示，提倡市民
看病时绿色出行，医院交通设施也将
作出调整，目前以挖掘医院本身的车
位资源为主；加强预约诊疗管理，采取
分时段就诊，错峰停车；加强管理，控
制医护人员（含家属）车辆进入医院，
将车位全部留给患者；要求相关物业
加强对车辆停放、疏导的管理，及时清
理无关车辆，在保证消防通道、急救通
道畅通无阻的前提下，尽可能临时安
排部分车位，满足患者停车需求；推行
手机网上缴费，减少病号排队时间和
其汽车停留在医院停车场的时间。

海口市卫健委表示，解决停车难
题，还需要在硬件设施的配套、公共交
通的完善，城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就医
观念转变等方面多管齐下，配合解决。

海南日报记者11月20日从省人
民医院获悉，针对停车难，该院出台停
车新措施，加强管理。据省人民医院
11月20日发布的关于秀英院区就诊
病人车辆进出停放事宜的公告，为方
便来院患者就诊及相关医疗活动，就
诊病人车辆一律经秀华路由北3门进
入医院。车辆出口为北 1 门、北 4
门。就诊病人车辆由北3门进入后，
可停放于新门诊楼地下负一层、负二
层停车场，或停放于新内科楼南边、东
边大停车场。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 实习生焦晴）海南日
报记者11月20日从全省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现场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在原
计划上新增改造44个城镇老旧小区，
全省有13个市县共197个城镇小区
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涉及21947
户居民。目前，全省的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已全部开工建设，建设进度在全
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排列前位。

生活小区是城市空间的基础单
元，小区的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便捷

程度，与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
感息息相关。然而，老旧小区年久失
修、设施不齐、不够便捷，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成为很多人的期盼。2020
年，我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列为今
年的重要民生工程，计划今年改造
153个老旧小区，后经市县政府统筹
调整，全省新增44个小区列入改造
计划，多惠及1324户居民。

改造资金是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的最大缺口，我省的老旧小区改造积
极探索资金筹集渠道，有些老旧小区

除了筹集政府补助资金外，发动业主
自筹、企业自筹以及相关企业赞助
等。同时，我省的老旧小区改造尊重
业主意愿，对改造项目分为基础型、
改善型、提升型等不同类型，列出改
造清单，让小区业主依据改造资金自
选改造项目。

截至10月底，今年的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开工
率达100%，所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建设进度、尚无完工项目。省住建厅
副厅长倪吉信介绍，现阶段是今年全

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攻坚期，
各市县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
改造项目的推进，2020年改造项目
力争在年底完成。

据悉，省住建厅正在谋划“十四
五”期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重
新认真摸排全省老旧小区情况，并根
据摸排的情况编制未来五年的改造
计划。经重新摸排，全省现有未改造
的城镇老旧小区2024个，涉及21.3
万户居民，我省谋划在“十四五”期间
完成剩余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

今年我省在原计划上新增改造44个城镇老旧小区，多惠及1324户居民

改造再扩容 建设再提速
新闻追踪

三亚举办“礼让斑马线
文明伴我行”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记者高懿）11月20
日上午，三亚市“礼让斑马线 文明伴我行”志愿服
务活动在三亚市图书馆启动，活动将深入贯彻落
实《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教育引导广大交
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做到行车
有序、行路有序、文明礼让。

现场共有180名志愿者参加，心连心义工社、
繁星义工社等5家志愿服务机构参与。

海南日报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本次活动
主要是向社会发出文明出行的号召，在全市全面
推行无信号灯斑马线前机动车主动礼让行人，做
到公交车出租车率先让行、公务用车带头让行、社
会车辆自觉让行。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向纵深开
展，打造三亚文明有序的良好形象。

志愿者、出租车司机、机关工作人员、私家车
主等群体代表分别宣读倡议书和承诺宣言，市民
群众纷纷在承诺墙上签名。随后，各单位志愿者
们身穿马甲，手举文明出行指示旗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对过往行人闯红灯、机动车斑马线前不减速
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

三亚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礼让斑马线需
要每一位三亚驾驶员的“举脚之劳”，文明是一种
习惯，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营造出安全出行的氛
围，让三亚变得更加美好。

海南省全民阅读下基层暨
乡村文明宣讲活动走进陵水

本报椰林11月20日电（记者梁君穷 李梦
楠）11月20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部署的海南省
全民阅读下基层暨乡村文明宣讲走进陵水黎族自
治县，首场活动在该县椰林镇启动。约200名椰
林镇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及一批艺术家参加了图书
和书画捐赠、主题讲座、演讲等活动。

省诗书画家学会会长、知名画家蔡凯玲，陕西
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理事赵树
生，海口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林李陈等艺术家分别
向陵水县委宣传部和椰林镇捐赠了书法和绘画作
品。活动承办单位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向
椰林镇捐赠了一批书籍。

海口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贾
伟杰在现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好家风等文明
乡风。艺术家们还现场创作、泼墨挥毫，向干部群
众赠送了他们喜欢的书画作品。

据悉，此次活动在陵水共将举办5场，分别走
进椰林、新村、本号、隆广、提蒙等乡镇。该活动由
陵水县委宣传部主办，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
部承办，陵水部分乡镇协办。

今年我省在原先计划上
新增改造44个城镇老旧小区，多惠及1324户居民

全省现有13个市县

共197个城镇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涉及21947户居民

经重新摸排
全省现有未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2024个

涉及21.3万户居民
我省谋划在“十四五”期间完成剩余老旧小区的改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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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歌舞团附校师生给4岁半的白血病女孩婷婷
带来舞裙舞鞋和芭蕾舞演出，助她实现心愿

小天鹅圆了芭蕾

新闻故事

目前
全省的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已全部开工建设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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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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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下午，海南省儿童医院内，白血病患儿婷婷和芭蕾舞学校学生
龙玉妹牵手共舞。她的芭蕾舞梦成真了。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1月20日，身患白血病的4岁半女孩婷婷忘情起舞的
视频打动了众多网友。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师生闻
讯后为婷婷带来了芭蕾舞裙子、舞鞋和演出，助她实现心
愿。扫码可观看相关视频。 (视频拍摄/王凯 剪辑/吴文惠)

11月20日下午，省歌舞团附属芭蕾舞蹈学校师生向白血病患儿婷婷赠送芭蕾舞裙子、舞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