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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登记的海口犬只不足十分之一，听听办了证的养犬人怎么说？

给狗狗办证 对大家都好

受疫情影响，海南有关部门近日发布消息，提倡市民
群众在省内过年，但基于个人实际情况，不少人已开始预
订回家过年的车票、机票。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火
车站等地走访调查发现，为帮助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跨越

“数字鸿沟”，铁路部门已推出在售票大厅设置服务台、
系统自动为老人锁定列车下铺票等暖心服务举措。

走访调查
部分老年人不会网上买火车票

“我想买一张2月2日去长沙的卧铺票。”“2月2日的
票已经卖完了，2月3日的卧铺票还有。”1月7日一早，67
岁的陈平来到海口火车站，打算买一张今年春节前回老家
的火车票，得知2月2日海口至长沙的票已售完，他立即
改变行程，决定晚一天再出发。

“2月3日从海口到长沙，有下铺票，票价是396.5元。”火
车站售票窗口工作人员说。确认相关信息无误后，陈平掏出
400元现金递给售票人员。拿到车票后，他又仔细核对了
一遍票面信息，高兴地离开了火车站。

有人欢喜有人忧。当天也在海口火车站买票的袁大
爷没有顺利买到回家的车票。“来两次了，都没买到票。”袁
大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准备2月5日跟老伴一起回郑
州，去年12月31日他来海口火车站买票，当时工作人员告诉
他：“窗口只能购买28天以内的车票，买不了2月5日的。”

1月7日8时，袁大爷坐了近40分钟的公交车从澄迈
县老城镇赶到海口火车站，没想到还是没买到合意的票。

“今天售票人员说，2月3日海口到郑州的车票只剩两张
卧铺票，而且不是下铺票，铺位也不在同一个车厢。”“那不
行，我老伴身体不好，我得照顾她。”袁大爷摆摆手说道。

没有买到票，袁大爷一筹莫展。“我不会上网，在这
边也没有亲戚朋友，之前都是女儿在网上帮我们订票，
我们直接过来取，但今年女儿说郑州天气冷，想让我们
3月份再回去，但老伴着急回老家，所以我只能偷偷来
车站买票，没想到来两次都没买到。”

应对举措
在购票高峰期增设人工窗口

随着春运大潮的来临，海口火车站售票大厅比平时更热
闹了。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售票大厅共开设了2个人
口售票窗口和1个退票窗口，在窗口前排队购票的大部分是
农民工及老年人。大厅的一侧还摆放了6台自助售取票机，
在售票大厅入口处设有一个服务台，可以给市民游客提供口
罩等防疫物品及购票、取票的操作指引。

“为了帮助老年人顺利购票，我们将在春运购票高峰期
增设人工窗口，在人工窗口购票，可使用现金。”海口火车站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今年12306网络售票系统也进行了优
化，在票量充足的前提下，12306售票系统能自动识别60岁
以上的老年旅客并优先配售下铺票，一份订单含多人同行
的，系统也会自动配售相邻座位的车票。

市民建议
售票点增加春运志愿者人数

采访中，大部分市民认为，社会各界应在交通出行方
面多“扶”老年人一把。“不少到车站窗口购票的老年人反
应慢、行动慢、说话慢，售票人员要有耐心，做到认真倾听，
确保他们购买的车票没有问题，不然退换票不仅给老年人
带来麻烦，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出行计划。”在海口火车东站
排队买票的市民杜女士建议，目前在火车站提供服务的志
愿者人数较少，可以适当增加志愿者，帮助老人在自助购
票机或网上购票，避免老年人“跑空趟”。

“网上卖的火车票很难抢到，希望有关部门多公布线下
购票的相关服务信息。”同在海口火车东站排队购票的建筑
工人李先生说，他尝试过电话订票，但没有操作成功，就和工
友一起来车站买票了。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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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海口国贸大院小区，象棋爱好者在下棋。据了解，该小区去年3月被列为海口市“老旧小区改造”
示范项目，目前已完成改造。改造后，该小区公共空间建成了童梦园、茶颐苑等娱乐交流区，小区居民一起健身、
下棋，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老小区有新气象

核心提示：海口警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月5日，海口共有8878只犬办理了养犬登
记，而在去年8月，海口各类犬只数量就已突破10万只，犬只办理登记的比重不到十分之
一。对于办理养犬登记，已办证养犬人怎么看？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进行走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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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证是防控狂犬病的有效手
段，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市民的
办证意识。”

——海口市民珺杰

海口市民珺杰养了一只比熊
犬。她说，她身边养狗的人较多，但
办了养犬登记证的人不多，其中有
两方面原因：一是办证对犬只身高、
身长有要求，有些人饲养的犬只超
过了这个标准，放弃办证。二是办
证要先带狗去接种疫苗，很多人嫌
麻烦。珺杰介绍，她家的比熊犬是在
辽宁省大连市办的证，在大连，大部
分养犬人会自觉去办证，遛狗都会带
证出门，“参照大连的做法，建议海口
小区物业和城管执法人员加强对养
犬行为的监督，做好协同监管工作。”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好处一
打消周边人顾虑

“办理养犬登记须持有效的犬
类免疫证明，因此带着养犬登记证
出门遛狗可以打消很多人的顾虑。”

——海口市民陈婷婷

“它在我们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把它当成了家人，既然是
家人，自然也得给它上个‘户口’。”1
月7日下午，在海口市金牛岭公园
内，市民陈婷婷用犬链带着她养的
泰迪“乐乐”在公园里散步。

陈婷婷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去年
11月她给“乐乐”上了“户口”，并领到
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显示
养犬者和宠物犬的信息，她出门都会
带着这张卡片以备查验，同时让周边
人尤其是小区的居民更安心，“你给
狗狗打疫苗，同时办理养犬登记，周
边的人就会逐渐打消顾虑。”

好处二
办理犬只托运方便

“办了养犬登记证，乘飞机和高
铁办理狗狗托运手续方便很多，这
是实打实的好处。”

——海口市民林女士

事实上，办理养犬登记证对养
犬人本身也有好处。市民林女士此
前去外地旅行，她担心自己养的小
狗在家无人照顾，想带上它一起出
去玩。有朋友告知，如果要为犬只
办理托运手续，必须提前办理养犬
登记，她便为自己的宠物犬办理了
养犬登记。“有了养犬登记证，出行
一路上都很顺利。”林女士说。

“我家的狗办了养犬登记，平时
似乎没什么用处，但是有证还是让
我放心一些。”海口市民郑峰说，“带
狗出门，万一遇到盘查，没有证就比
较麻烦。”

好处三
狗狗丢了容易找回

“万一宠物犬不慎走失，那么凭
借电子芯片就比较容易找回，这也
给养犬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海口市民邹女士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口将
对智能犬牌、犬只植入的电子标
识芯片及配套系统的研发启动采
购招标程序。“如果植入了电子标
识芯片，那带狗狗出门就更放心
了。”家住海口和邦路的邹女士
说，丢失宠物犬对养犬人而言，是
个不小的打击，办理养犬登记并
给犬只植入电子标识芯片，是一
件好事。

陈婷婷说，根据最新规定，养犬
登记证有效期为一年，“证件有效期
一年，时间稍微有点短，这给一些养
犬人办证带来了一些的顾虑。”

市民建议
加强协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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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年人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有哪些购票渠道？

答：可前往火车站、客票
代售点现场购买，也可拨打
95105105根据语音提示操
作电话订票。

问：电话订票怎么订？
答：确定始发城市、目的

地城市固定电话区号，乘车日
期、席别、车票张数和乘车人身份
证号等；拨打95105105，根据语
音提示操作。订票成功后，带
证件去车站取票付款。问：老 年 人 无 手 机

号，在12306页面上订票时
如何完成核验？

答：老年人没有手机的，
可提供能及时联系的亲友
手机号码进行核验。

问：家里有老人将独
自坐火车回老家，担心其坐

过站，怎么办？
答：老年旅客出行如需要

铁路部门提供帮助，家人可提
前通过铁路12306客服电
话、官方网站预约重点

旅客服务。

患者可以在乐城用上
新品人工耳蜗体外机了

本报博鳌1月10日电（记者袁宇）1月9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悉，
乐城先行区日前引进了新一代科利耳人工耳蜗
体外机，5名国内患者率先体验了新产品。

据介绍，人工耳蜗包括体内和体外两部分，
体内部分被称为植入体，由医生手术植入，体外
部分被称为声音处理器，即体外机。

此前，患者要将科利耳体外机升级为最新
型号，得去境外，此后调机还得去境外，非常不
便。“现在在乐城先行区就能进行升级更换，并
且我们可以到患者居住地调机，不需要患者来
回奔波。”科利耳市场部负责人表示，此次在乐
城先行区启用的Kanso2一体式声音处理器（体
外机），此前只在欧洲、北美，以及印度、中国香
港使用过。

据了解，首批使用该款体外机的5位患者均
表示，感受良好。首位完成体验的患者来自四川
省成都市，中学时出现听力急剧下降的情况，经
过多番尝试后，该患者最终植入了科利耳公司的
人工耳蜗产品。该患者表示，最近他正在准备考
研，此次到乐城先行区体验新一代科利耳体外
机，觉得用起来非常方便，“这是与国外同步上市
的新产品，听声效果很好，将为我的学习生活带
来很大的帮助。”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将
积极协调海关、药监、卫生健康等部门，推动体制
机制创新和“放管服”改革，加快引进世界上最先
进的特许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让更多患者享受
改革创新的成果。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实习生 陈燕

“进门出门戴口罩，肺炎见你就逃掉。
讲究预防勤洗手，劝导大家别出走……”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个娇
小漂亮的女子穿着羽绒服站在村口，一边
打着快板儿一边卖力说唱，宣传防疫工作，
露在寒风里的双手冻得通红。她的丈夫、
快板的创作者则举着放大了字体的手机站
在一旁，充当人工提词器。这对年轻的夫
妻就是近日获得“2020年全国最美家庭”
荣誉的卢黄铮、贺萌。

卢黄铮是海口世纪公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经营部经理，贺萌则在海南省农垦海口
中等专业学校工作。作为海口市唯一获此
殊荣的家庭，卢黄铮和妻子贺萌的一大亮点
就是：卢黄铮文字功底好，贺萌表演能力强，

二人利用自己的文艺才能，共同创作了不
少弘扬正能量的文艺作品。采访中，卢黄
铮给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
里，夫妻俩站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贺萌当逗
哏，卢黄铮当捧哏，你一言我一语，引得观众
捧腹大笑。那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两
人在短时间内创作、编排的相声《我们这一
家》，他们通过相声的形式宣讲全会精神。

“别看台下乐呵，为了完成好这短短几
分钟的表演，我们两个下了不少功夫。”卢
黄铮笑着说，自己舞台经验少，排练效果总
入不了贺萌的眼，“一个微表情、一个小动
作、一个语气词，她都要抠半天。”被“训”得
多了，好脾气的卢黄铮也恼了，可恼归恼，
他生完气又抓紧时间跟着妻子排练。练着
练着，节目效果慢慢就出来了。

舞台上，夫妇俩传播快乐和知识。走
下舞台，夫妇俩也在传递爱和温暖：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录制公益视频……他们在工
作之余用行动表达着对这座城市的爱。

有一段2分钟的短视频被卢黄铮夫妇
珍藏了3年多：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对
着镜头说，“多谢您对我的救助。是您让我
感受到了温暖，使我懂得了感恩”。这是卢
黄铮资助的一位河北孤儿。2015年以来，
卢黄铮每月都会资助她200元生活费。“能
帮一点是一点。”提起这件事，卢黄铮笑道。
让他感动的是，这一举动不但得到了贺萌
的充分理解，贺萌也不时给小女孩寄去书
籍和学习资料。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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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题

“全国最美家庭”荣誉获得者卢黄铮、贺萌——

热心做公益 无私挥洒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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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张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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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口火车站，多名老年人在人工售票窗口前排队买票。
本报记者 郭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