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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习霁
鸿）3月20日，海口市民政局发布关
于清明节群众祭扫活动管理工作的通
告。据通告，3月25日至4月5日，海
口市殡仪馆、颜春岭公墓、富山公墓、
吉荫贤公墓、浮陵水公墓实行分时段
预约现场祭扫（其他时间正常开放），
未经预约不得进入上述祭祀场所（遗
体火化、安葬等丧葬服务正常开展）。

据悉，即日起，需要现场祭扫的市

民可登录海口市民政局官网、微信公
众号，椰城市民云App等平台的网络
预约端口进行预约，每人每公墓只能
预约一个号，一个预约号可随带5人
（含预约号本人）。市民也可通过电话
预约，相关殡仪服务机构根据总体预
约情况合理安排祭扫时段。

据了解，前往墓园现场祭扫人员
要凭“海南健康码”绿码、身份证、电
子预约凭证等，配合现场管理人员开

展体温检测，并落实佩戴口罩等个人
防护措施。去公墓祭扫的群众应按
预约要求、在划定的场地内进行祭扫
活动，禁止燃放鞭炮、燃烧高香；禁止
在海口市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
葬服务机构露天焚烧花圈、纸钱等明
火祭扫行为。

据介绍，为减少现场祭扫人数，便
利市民群众居家祭祀，海口市民政局、
海口市殡仪馆、浮陵水公墓、颜春岭公

墓、富山公墓、吉荫贤公墓均开通了
“云祭祀”网络祭祀平台。清明节期
间，海口市殡仪馆、颜春岭公墓、富山
公墓、吉荫贤公墓均将举行一场清明
集体公祭仪式，替市民群众传达对先
人的思念，且上述公墓均已推出代客
祭扫服务，为不到现场祭扫的群众提
供墓碑描红、敬献鲜花、清洁墓位等祭
扫服务。

该局规定，清明节禁止在公共绿

地摆放花圈；禁止在城市街道、广场、
居民区等公共场所燃放鞭炮、燃烧香
烛、纸钱等祭祀用品。

海口公墓祭扫开始预约了
3月25日至4月5日实行分时段预约现场祭扫，每人每公墓只能预约一个号

《唱支心歌给党听》音乐会
将走进海南
惠民票价90元起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李
文旭）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旅文厅获悉，由该
厅组织开展的海南省精品剧目惠民演出暨红色
精品剧目演出季《唱支心歌给党听》中央民族乐
团音乐会，计划于3月27日、28日在海南省歌
舞剧院上演，届时将为海南人民带来一场全新
的视听盛宴。

本场音乐会由中央民族乐团制作推出，乐团
民族管弦乐队、民族合唱队联袂出演，选取了广大
受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通过现代作曲技法与
现代审美重新演绎经典，以“新歌”传递心声爱意
的“心歌”。音乐会分为“在祖国的大地上”“在希
望的田野上”“在伟大的怀抱里”三个部分，三个部
分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囊括了独唱、重唱、表演唱、混声合唱、器乐合奏等
不同的表演形式，是艺术舞台上温馨的音诗画卷，
也是红色经典的青春亮相。

据了解，此次精品剧目惠民演出活动采取政
府补贴、低价售票的方式运作，面向社会及来琼游
客公开售票，最低票价90元起。观众和乐迷可通
过大麦网APP、海南省歌舞剧院微信平台进行购
票，或拨打售票电话0898-65301811。

据悉，今年我省精品剧目惠民演出紧密围绕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乡村振兴”“发扬红
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等主题，重磅推出红色精
品剧目演出季系列活动。

本报那大3月20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2021年
度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治项目近日
正式启动，凡海南省户籍18周岁及以
下听力障碍患者，均可到位于儋州市
那大镇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听力中心
免费接受听力障碍诊断干预服务。

2021年度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
救治项目，计划为可疑听力损失患者
提供听力障碍诊断服务；为10名患者
提供人工耳蜗植入；为15名患者验配
助听器；为符合要求的患者提供听力
与言语康复服务。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听力中心是海
南省听力障碍诊治中心，依托上海九院
听力中心组建，打造成为海南省首批儿
童听力障碍康复诊治定点医疗机构。
自2018年开始参与听力障碍救助项
目，共接诊听力障碍患者2400余人。

据悉，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治
项目旨在建立儿童听力障碍筛查、诊
断、救治、康复的长效机制，减少海南
省新增的聋哑儿童数量。

有意愿参加的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
预约：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门诊大厅挂
听力及眩晕门诊号现场预约；微信关注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公众号，微信预约
挂号（听力及眩晕门诊）。

省听力障碍患者
康复救治项目启动
符合条件患者可到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免费就诊

近2000万人
线上线下共赏昌江木棉

本报石碌3月20日电（见习记者刘婧姝 特约
记者林朱辉）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获悉，由该县主办的“昌化江畔木棉红·2021年
海南昌江春季文化旅游系列推广活动”，春节至今吸
引线上网友和线下游客近2000万人广泛参与。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
方式，持续开展了美丽乡村生活节、“花开黎乡·唱
响春天”赏花放歌昌江行、线上“云赏木棉红”等活
动。2月期间，昌江共接待赏花游客达38.67万人
次，旅游过夜人数达10.8万。与此同时，在线上

“云赏木棉红”活动中，还特设“昌化江畔木棉红”
抖音话题，截至目前话题播放量已超1848万次。
此外，“木棉花开爱情来”H5小游戏，以极具互动
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实现150万次的播放量。

据悉，本次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了昌江自然
生态、黎族苗族传统文化等特色资源，提升旅游品
质服务，加快旅游业态创新，助力昌江打造“海南
西部一流旅游目的地”。

3月20日，三亚天涯区
妙山村的村民在田间采收
豇豆。

当日是春分节气，农民
们抢农时采收冬季瓜菜。

近期，三亚市崖州果蔬
综合批发市场冬季瓜菜交
易量呈持续攀升态势，每天
交易量达4000吨。据崖州
监测站数据显示，从去年11
月 18日至今年3月 18日，
崖州区冬季瓜菜出岛量近
20万吨。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春分时节
瓜菜采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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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下午3时，一艘出海作业
的渔船驶回文昌清澜港时，船上56岁的
水手莫某忽然感到胸部位置疼痛，他捂
着胸口痛得满地打滚，看到此情景，其他
水手们都吓坏了。当务之急是把莫某送
医，可茫茫大海，船上又没有医疗救治力
量，渔船最快速度靠岸也要 3个小时
……不知所措的水手们只好一边安抚着
莫某，一边加大渔船马力抓紧靠岸，并拨
打急救电话。

此时，海医第一附属医院海上搜
救-医疗联动海上紧急医学救援中心接
到求救电话后，马上启动紧急救援方
案。该院急危重症医学部的专家医生
们，很快与船上的其他水手取得联系，咨
询、评估病人病情，作出初步诊断，并给
出应急建议和提示，指导水手们先采取
半卧位、保持安静和电话畅通等方法等

待施救。同时，医院的急救医护人员迅
速出发，与文昌清澜港海事局会合。

以往，遇到船员需要救助的突发情
况，医护人员一般会在岸边等待船只靠
岸后再进行救治，但这一次为了给病人
赢得治疗的关键时间点，海医第一附属
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的3名医护人员按
照海上救援预案登上了海事局的冲锋
艇。

风吹浪打，医护人员不畏危险，随冲
锋艇驰骋在茫茫大海。根据船舶定位位
置，半小时后与被救助人员的船只成功
汇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医护人员坐冲
锋艇到海上救人！”船上一名水手说。

在船上初步施救之后，医护人员带
着病人乘坐冲锋艇返回港口，上岸后立
即送往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当晚8时8
分，专家医生们已在急诊门口等待病人

的到来。
当载着莫某的救护车抵达医院后，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从把他抬下来运往
治疗室救治。专家医生们有条不紊，为
莫某接上治疗仪器，问询他的症状，并展
开专业诊治。30分钟过后，莫某病情已
好转，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完全正常。“非
常感谢医护人员们，多亏了他们！”莫某
朝医护人员连声道谢。

目前，莫某的病情稳定，正在康复
中。“经查，病人是消化道穿孔引发的剧
烈疼痛，看到病人成功救治，我们十分欣
慰。目前这是我院第3例海上救助，通
过医院和海事局的搜救中心联合施救，
把医疗医护人员直接送上冲锋艇，大大
地缩短了病人的等待时间，为危重患者
赢得了时间和机会。”海医第一附属医院
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田国刚说。

近年来，海医第一附属医院不遗余
力推动公共卫生救援体系建设，推进建
设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提高海
上救援救治能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健康支撑。

据了解，海南医学院急诊创伤学院、
急救与创伤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吕传
柱教授团队承担了南海紧急医学救援体
系建设的任务，整个救援体系的建立旨
在织密海南海域的救援、南海医疗救援、
灾害救援和突发公共卫生救援体系，维
护海洋航行安全。

随着该救援体系的完善成熟，当渔
民海上面临突发需紧急救助情况时，白
衣天使从“海”而降已不是梦。“我们的目
的只有一个：为病人赢得救治时间！”海
医第一附属医院一名医生说。

（撰稿/付伟华）

水手海上突发疾病，紧急时刻，医护人员乘快艇出海施救……

白衣战士乘风破浪救人

海医第一附属医院医护人员在海上乘快艇救治患者。 医院供图

海口新增12处路口
电子警察设备
3月29日投入启用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3月1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
为进一步强化海口市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相关规定，海口
市交警支队结合海口辖区道路实际情况，将在市
区12处路口新增设固定式交通电子警察执法抓
拍设备，于3月29日投入启用。

新增的12处电子警察设备，设置地点如下：

椰海大道与丘海大道交叉口

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

椰海大道与永椰路交叉口

椰海大道与山高街交叉口

南海大道与文影路交叉口

长滨路与长影大道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琼山大道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美苑路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文滨路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滨江路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白龙路交叉口

文明东路与板桥路交叉口

海口市殡仪馆预约电话：68630444

颜春岭公墓预约电话：66703322

富山公墓预约电话：65885882

吉荫贤公墓预约电话：66719797

浮陵水公墓预约电话：68630906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文欣）为依法规范民办教
育机构办学行为，省教育厅近日决定
于3月至6月组织开展全省民办中小
学校和幼儿园年检工作。

本次年检对象为经各级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办学的民办中小学

校和幼儿园，年检内容为各学校和幼
儿园办学情况和存在问题，对办学方
向与管理体制、教育教学管理、师资
队伍建设、财务与财产管理、学生生
活管理、办学条件等分别列出三级指
标进行打分。

根据文件，违规发布招生广告（简

章）的学校和幼儿园，招生人数明显萎
缩、办学条件差且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的
高中学校等，都将暂缓办理年检手续，
并在3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后仍未达
到要求的，2021年秋季不得招生。

省教育厅明确，年检不合格的学
校和幼儿园将被取消办学资格、收回

办学许可证，并由主管教育部门妥善
解决好其在校学生和在园幼儿的就
学问题；在年检中发现有严重违法、
违规办学，以及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学校和幼儿园，将由主管教育部门按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我省对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进行年检

年检不合格将被取消办学资格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中学
获悉，该校女足队的两名球员符雨桐
和罗世创入选了国少女足U17集训
队。海南中学女足队的符雨桐和罗
世创球龄都不长，满打满算均不超过
4年。她俩是如何从绿茵场上的“丑
小鸭”蜕变为女足U17队国脚的？

今年15岁的罗世创来自三亚天
涯小学，她曾是天涯小学田径队选
手。3年前，前女足国脚韦海英率领

教练组赴三亚选拔苗子，看上了速度
快、耐力好、灵敏性出色的她。

加盟海南中学女足队后，罗世创
开始苦练基本功，每天早上她5点40
分起床，一练就是一个小时。虽然罗
世创的足球生涯起步较晚，但她的
悟性很高，足球技术一教就会。她
的最大特点就是作风顽强，在比赛
中敢于拼搏。

罗世创身高1.73米，是队内“第一
高度”。由于她射门势大力沉，队友们
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大炮”。“大炮”的脚

头硬，但头球功夫还有待提高。“在国内
女足15岁年龄段，能像罗世创这样身
高1.73米的球员还真是凤毛麟角，这
可能也是她入选国少队的原因之一。”
海中女足队教练郑学冠说。

今年16岁的符雨桐和韦海英是
老乡，都来自屯昌向阳中心小学，更巧
的是她俩都是由练田径改为踢足球，
她俩司职的位置都一样，都是右前卫。
4年前，韦海英在海中成立了一个训
练班，利用暑假封闭训练了近50天，
当时读小学六年级的符雨桐也在其

中，那次暑期训练为她以后的进步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

符雨桐最大特点是速度快，100
米跑能达到13秒多，这对于一个少
年女足球员来说非常难的。她是队
内的主要射手和得分王，曾获得过全
国“精英杯”银靴奖。韦海英说，符雨
桐比自己16岁时踢得好多了，但她
需要提高的还很多。“假如她在以后
的训练中补齐短板，她的足球成就会
比我大。”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海南中学两名女球员入选国少U17集训队

看“丑小鸭”如何蜕变为国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