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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诗韵》音乐会
唱响清水湾

本报讯（记者梁君穷）“诗的西辞黄鹤，诗的
东去大江，诗的南国红豆，诗的北国风光……”近
日，《千古诗韵——朱佳莉跨年独唱音乐会》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唱响，
在南海之滨以唯美诗词、动人韵律辞旧迎新。

此次音乐会以同名曲目《千古诗韵》开篇，从
《关雎》到《在水一方》、从《敕勒歌》到《春江花月
夜》、从《独上西楼》到《但愿人长久》，再到《梨花
颂》《月满西楼》《那一天》《送瘟神》等，最后以一
曲《我和我的祖国》落下帷幕。从先秦到现代，
音乐会带领听众进行一场诗词文化的穿越之旅，
既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中华诗歌美学的创新表
达形式。

“毛泽东诗歌歌曲《七律二首·送瘟神》是歌唱
家为本次音乐会特别挑选的。一方面，毛泽东诗
词是中华千古诗韵在现当代的一座里程碑；另一
方面，2020年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阻击新冠肺炎疫
情，这首作品在辞旧迎新之际演唱颇有象征意义，
寓意深远。”开篇曲目《千古诗韵》作词者、此次音
乐会出品人李黎介绍。

据悉，朱佳莉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
院，曾于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学习，并
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巴特勒音乐学院与欧洲挪威
培尔根国家剧院进修。朱佳莉也是大型原创诗
歌音乐舞蹈史诗《诗韵中华》的主唱兼艺术总
监，该剧目已经在海内外演出 50 余场，包括
2017年在海南清水湾跨年演出、2019年在海南
省歌舞剧院演出。

陵水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郝尉淞

从海口市区一路开往江东新
区，明显能听到车窗两旁的风声越
来越大。

1 月 10 日 下 午 ，海 口 气 温
10℃，站在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
水厂项目工地上，寒风吹得人直打
哆嗦。但眼前的施工场景却又叫人
内心沸腾——各种机械轰隆作响，
渣土车运输来来往往，上百名工人

“卯”在自己的工位上，打桩、制钢筋
笼、下钢筋笼……热火朝天的工地
上，说话都靠扯着嗓子喊。

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
是国内首个下沉式自来水厂，总体
设计规模为日供水40万立方米，
于2020年 6月 18日启动建设，预
计今年底完工。“项目总共要打
5861个灌注桩，目前我们正加班加
点，工人们轮班倒，已经打下近
2500个。”项目施工单位、中交一
航局江东水厂项目总工程师王小
磊指着眼前一片约1万平方米的地
块说：“面上看不见，实际上这片地
下藏着五六百根桩。”

在一座旋挖钻机旁，穿着雨靴
的刘海茂正踩在泥巴上，往新的成
孔里慢慢放测绳。工地目前有10
台旋挖钻机在打桩，他和工友就负
责其中一台。每当机器打出新孔，

他就需要和工友一起复测孔的深
度，确保精准。

刘海茂是广东人，一个多月前
刚刚来到海南，“印象里的海南冬天
还能穿短袖，没想到今年这么冷。”
不习惯低温，他作业时总会套件棉
衣。顶着寒风，他忙得团团转，头上
的黄色安全帽糊满了机器打桩时溅
起的泥巴。“项目打桩量大，天冷就
多穿两件，时间耽误了可抢不回
来。”他嘿嘿一笑。

打桩量大，意味着钢筋需求量
也大。项目工地上设有3个钢筋加
工区，面积加起来近6000平方米，
工人们日夜轮班，每天能加工80个
钢筋笼。

在其中一个钢筋加工区，杨光
建和工友们戴着面罩和橡胶手套，
正一起焊接12米长的钢筋笼。

他身上的衣服少，在料峭的寒
风中显得有些单薄。他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自己是贵州人，低温的冬天
过惯了。“长时间作业衣服总被汗
湿，风吹起来更冷，索性少穿点”。
尽管如此，他还是忙得大汗淋漓，每
天都得换两套干衣服。

话语间，杨光建的手也没停下
来，“能参与江东新区的建设，我
很自豪。能让海口市民早点喝上
高品质自来水，再冷的天我们也
能扛！”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海口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工地热火朝天

项目建设热 能战冬日寒

1月10日下午，在海口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水厂项目工地，工人在一起焊接钢筋笼。
通讯员 郝尉淞 摄

本报营根1月10日电 (记者李
梦瑶 特约记者秦海灵)1月10日一
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番
沟村帮扶干部何莉刚推开村委会办
公室大门，丝丝缕缕的寒风便直往
她脖子里灌。

“嚯，今天才10℃。”看一眼手
机上的实时气温，何莉心里牵挂起
帮扶责任户许家父子的情况，决定
上门去瞧瞧。

许家父子是番沟村的脱贫户、
低保户，父亲许元钦视力残疾，长
年卧病在床，儿子许信召则患有精
神残疾，二人均没有劳动能力，只
能靠政府补贴及合作社分红维持
生活。

尽管在寒潮来临前，帮扶干部
就已上门摸排了解了许家父子的御

寒需求，并送去了棉被棉衣，但何莉
还是放心不下，“新衣服新被子，就
怕他们舍不得用。”

一到许家，果然被她猜中了
——许信召衣着单薄，木板床上铺
着床薄薄的夏被，几天前送来的御
寒衣被仍整齐地摆放在衣柜里。

“许大哥，新棉衣怎么不穿上？”
“新衣服，舍不得。”

见状，何莉从衣柜里将棉衣拿
出来套在了许信召身上，并反复叮
嘱：“你就放心穿，用旧了、穿坏了，
再给你买新的。”

一顿劝说下，许信召总算穿上
了新棉衣，刚刚还缩成一团的身体
也渐渐舒展开来。

“父子俩平时节省惯了，一件衣
服能穿十多年，这次降温，他们肯定

舍不得添置新衣被。”许信召的嫂子
王世兰就住在隔壁，平日负责照料
父子俩。在她看来，多亏了帮扶干
部及时上门摸排走访，许家父子才
能温暖过冬。

每一位贫困群众的冷暖，都牵
挂着帮扶干部的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连日来
琼中降温明显，为切实做好困难群
众的防寒工作，该县第一时间组织
工作人员上门摸排了解特困人员、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孤儿、留守老
人、空巢老人、合作医疗机构收治流
浪精神病人的日常状况和防寒需
求，为他们送去过冬御寒物资之余，
积极为农业生产受灾群众申请防返
贫保险理赔，确保困难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确保困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干部挂心 群众暖心

本报牙叉1月10日电 （记者
曾毓慧）“被子又软又暖，盖得舒服、
暖和！”1月10日上午，在白沙黎族
自治县青松乡青松村，年过五旬的
孤寡老人张洪青拍了拍自家新居床
上的新棉被夸赞道。

驻村第一书记陈立斌介绍，张洪
青患有严重眼疾，一直未婚，早些年
与弟弟一起居住，但前几年弟弟病
逝，刚成年的侄子又外出打工。好在
驻村干部一直关心着张洪青的冷
暖。自今年元旦前夕白沙启动“送温
暖”活动以来，赶在第一轮寒潮来袭
前，青松乡紧急采购了30床厚实的

棉被，第一时间发放给张洪青等30
户困难群众。“1.5米宽的棉被，保暖
效果好。”青松乡民政助理黄青龙介
绍，县民政部门发放的110床棉被也
于日前及时发放给辖区特困户、低
保、老人户和残疾户等特殊群体手
上，确保御寒物资真正“暖到实处”。

在扎实做好群众御寒保暖工作
同时，白沙各乡镇还积极安排农技
人员到田间地头了解近期冬季瓜菜
生长情况，并向瓜菜种植户传授防
寒防冻技术，力求减少农业冻灾损
失。“受寒潮影响，部分种植户地里
的辣椒已出现少花、落花等现象。”

在白沙金波乡牙加村的辣椒种植基
地，白沙农技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查
看瓜菜生长情况，并向种植户讲解

“适当增加家禽、畜牲粪便发酵成的
农家肥，增加土壤热度”等防寒防冻
技术，同时不忘推荐相关药剂提醒
种植户做好冬季防虫害事宜。

据悉，自1月8日起，白沙农技中
心已派员赶赴金波乡牙加村、打安镇
福妥村、牙叉镇对俄村及什奋田洋等
瓜菜种植基地，面对面地为瓜菜种植
户传授防寒防冻及防虫害技术，并向
种植户发放管护技术手册，以便他们
及时查看并运用到实际生产中。

多举措为群众生产生活排忧解难

生活御寒 生产防寒

本报五指山1月10日电 （记
者谢凯）“五指山市再次出现低于
7℃的低温天气。”当下正值冬季
瓜菜生产的关键时期，1月10日，
五指山农技部门积极指导农户开
展农作物防寒工作，通过现场教
学、开设培训班，指导农户设立防
风屏障、覆盖地膜、喷施氨基酸等
方式，力争让农作物受寒灾害降
至最低。

10日上午，毛阳镇毛兴村村民
王寿才正细致地把前两天省农科院
发放的低温豇豆种子种进地里，并
在省农科院驻村工作队指导下加强
冬季低温期的瓜菜管护。

“农科院来了一大批专家专门

指导我们如何做好农作物防寒，还
发了种子，我得抓紧时间播种，争取
卖个好价钱。”王寿才说，他一共领
了15包种子，能种3亩地“最近豇
豆价格高，抓紧播种能多些收入。”

“针对低温，省农科院联合爱心
企业给毛兴村 65 户农户发放了
100亩耐低温的豇豆种子，确保农
户生产和增收。”省农科院驻毛兴村
第一书记张文说。

“要注意天气预报，使用防风网
或提前喷施抗寒药剂或叶面肥等，
加强朝天椒的抗寒管理。”1月8日，
一场防寒技术农业技术现场培训在
南圣镇毛祥村的农田里展开，五指
山市农业技术与机械服务中心的农

技人员指导现场的60多位农户们
积极应对此次寒潮天气。

据了解，该服务中心自去年
12 月下旬以来，在番阳镇、南圣
镇、毛道乡等乡镇连续举办了多场
防寒抗寒、绿色防控技术、生产用
肥等专题技术培训，引导农民做好
各项农作物防寒措施，提升农作物
抗寒抗病能力，确保农业生产不受
影响。

五指山市农业技术与机械服务
中心主任陈贤亚介绍，该中心已陆
续派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协助
农民开展抗寒防寒工作，同时对农
户提出的病虫害等问题现场解答、
开出药方，以应对寒潮天气。

积极指导农户开展农作物防寒

专家帮忙 冬种也忙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习
霁鸿）据海南省气象台1月10日消
息，受强冷空气影响，本岛将持续低温
天气过程，预计未来24小时，琼中、五
指山、白沙3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
7℃及以下的最低气温，预计1月12

日中部地区最低温或降至3℃。
预计1月13日夜间到17日白

天，冷空气减弱，本岛北部、中部和
东部地区阴天有分散小雨，局地早
晚有雾，其余地区多云。各海区风
力5～7级。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近日，海南
受冷空气的影响大幅度降温。1
月9日，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学工
部及相关学院深入学生宿舍走访
慰问，并为贫困学生送上“暖冬大
礼包”。

“这几天降温幅度很大，你们的
保暖衣物够吗？晚上睡觉冷不冷？”
在学生宿舍，慰问人员仔细询问了
大家的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叮嘱大

家好好备战期末考试，并做好个人
防护、注意个人卫生，尽量避免到人
群密集的地方参加活动。

据悉，该校向贫困学生发放的
“暖冬大礼包”里包含一床被子、一
盒口罩、一包姜茶、一条围巾。收到
礼包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学校太暖
心了！去年复学复课时组织教职工
为大家晒被子，今年遇到寒潮又给
我们发被子，真是一朝在海师，情暖
一‘被’子！”

海师为贫困生发放“暖冬大礼包”

明天夜间至后天白天
全省最低气温或降至3℃

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5～7℃
最高气温 18～20℃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3～5℃
最高气温 17～19℃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6～8℃
最高气温 18～20℃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6～8℃
最高气温 18～20℃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8～10℃
最高气温 19～21℃

西沙永兴岛
阴天
东北风转偏北风5级
气温：20～24℃

中沙黄岩岛
多云
偏北风5级
气温：23～26℃

南沙永暑礁
阴天
偏北风7级
气温：23～28℃

打造高铁沿线美丽风景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李思瑾）近日，

走进海口市琼山区石塔村，能看到许多党员干部
和村民一同拿着扫帚、镊子、铲子整治环境卫生的
景象。

过去，石塔村随处可见违规搭建、乱堆乱放等
现象，裸露的黄土上杂草丛生，不仅影响高铁沿线
的风景美观，也让村民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如
今，一株株景观树整齐排列在高铁沿线，原本裸露
的土地“披上”了嫩绿油草，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
间，让人耳目一新。

高铁沿线环境是琼山区靓丽形象的展示窗
口，自去年12月5日起，琼山区启动高铁沿线琼
山段百日整治行动，范围包括琼山区高铁沿线周
边的四个村，石塔村是重点整治区域。在百日整
治行动中，琼山区调动街道、社区、环卫等有关
部门共同参与景观美化、亮化，全力打造高铁沿
线琼山段“整洁美丽、和谐宜居、靓丽城市”的窗
口形象。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更要积极主动参与高铁
沿线环境整治。如今我在家中约400平方米的承
包地上栽种了景观树和槟榔树，在扮靓高铁沿线
景观的同时，未来还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石
塔村村民王健徐说。

据了解，琼山区高铁沿线整治行动将规范、整
治菜地、林地等农用地垃圾及其他乱堆乱放问题，
并在高铁沿线可视范围内集中对两侧建筑进行立
面改造升级，同时招引优质产业及产业配套项目，
盘活农村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改善人居
环境的同时增加村民收入。

海口琼山区

重点整治旅游市场乱象
严打“质价不符”、价格虚高等行为

本报三亚1月10日电 （记者李艳玫 徐慧
玲 通讯员李欢）1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旅文局获悉，近日，该局牵头三亚发改、住建、综
合执法、市场监管等各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旅游市场酒店、旅租、民宿行业开
展专项检查整治工作，旨在净化旅游市场环境、提
升旅游服务品质，打造安心、舒心、放心、暖心的旅
游市场环境。

据了解，检查组一行主要对博后村、后海社区
民宿区开展了专项检查整治工作，重点围绕旅游
民宿“质价不符”、价格不规范、价格虚高、价格欺
诈等违法违规问题进行现场突击检查，并就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各民宿负责人沟通交流，要
求立即整改。

“各旅游民宿的价格要‘全季’‘全时’‘线上线
下’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在检查现场，三亚市
旅文局要求各旅游民宿要明码标价、合理定价、诚
信经营，把提升服务质量放在首位，做好品质提
升、安全生产工作，为游客打造优质的旅游体验。

近年来，三亚民宿市场发展迅猛，博后村、后
海社区、马岭小镇等民宿集群区域凭借优质、特
色的民宿产品和服务，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体验。据悉，2020年第四季度三亚民宿月均入
住率在80%以上，成为三亚旅游市场复苏的重
要驱动力。

三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联合
相关部门做好旅游民宿行业规范管理工作，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同时，该局将积极开展全行业明
察暗访工作，严厉打击“不合理低价”“不合理高
价”、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妥
善处理旅游投诉；切实做好旅游旺季市场的整治
工作，为市民游客打造安全平稳有序的旅游市场
环境。

三亚

陆地天气预报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

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 14～16℃

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8～10℃
最高气温 14～16℃

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 15～17℃

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8～10℃
最高气温 15～17℃

多云间晴
最低气温9～11℃
最高气温 19～21℃

西沙永兴岛
阴天有小雨
偏北风7级
气温：20～24℃

中沙黄岩岛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7级
气温：24～26℃

南沙永暑礁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偏北风7级
气温：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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