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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六一”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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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网络慈善筹款项目破亿元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王黎刚）“六一”
儿童节前夕，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爱助事实孤儿”
项目迎来喜讯，该项目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大众募
款突破1亿元，这是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首个募款
突破亿元的公益慈善项目，也是海南省首个通过网
络平台大众募款突破亿元的公益慈善项目。

据悉，“爱助事实孤儿”项目自2014年发起截
至到3月底，现已覆盖了全国的24个省份，累计
为22470名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送去来自互联网
大众的爱心力量，累计支出超过8600余万元。

本报五指山 5 月 30 日电
（记者赵优 通讯员冯祥盛）裁
剪、粘贴、涂色……在“六一”儿
童节到来之际，海南省民族博
物馆推出精彩有趣的亲子活
动，以艺术互动体验的形式为
这一童趣的节日增添欢乐，与
青少年儿童一起在博物馆度过
一个积极向上、健康快乐的儿
童节。

5 月 30 日下午，海南省民
族博物馆通过招募，组织多组
亲子家庭开展欢度“六一”儿
童节——亲子手绘立体动物模
型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亲子家庭参观了与动物相关的
馆藏文物，了解它们的历史渊
源以及黎族的不同动物图腾和
寓意，以感悟民族文化，感受
文物之美。随后，在活动老师
的指导教学下，亲子家庭将其
中的民族元素借鉴运用到艺术
作品中，完成生动有趣的立体
手工小动物。长颈鹿、大象、
犀牛……在亲子家庭的创作
中，憨态可掬的动物造型十分
丰富。

据了解，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将留下部分家庭的优秀作品，用
于艺术展览。

黎锦文化大调查启动
本报陵水5月30日电（记者陈耿 贾磊）5月

29日至30日，黎锦文化大调查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英州镇启动。启动会议由海南省民族学会主
办，椰田古寨景区协办。有来自北京、湖北、广东
等地和省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社会各界专家
学者共5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据悉，省民族学会拟组织50多名专家，组
成11个调查组，用两年时间，对黎族哈方言、杞
方言、润方言、赛方言和美孚方言800个村落、
数千名村民进行详细调查，深入了解各方言、各
土语传统黎锦的制作原料、制作技艺、服饰和图
案文化及特点，对其做详尽的文字记录和专业
的图片拍摄，对黎锦文化进行全面记录，计划编
写成一部百万文字、千幅图片和线图的《黎锦图
典》。

据了解，自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传统黎锦保护工作取得许多
成果。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黎锦文
化仍处于快速消失的危机状态。未来，一方面要
继续开展黎锦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黎锦文化的调查和抢救。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你看，通过这张地图，可以清楚
看到离你最近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近日，在海口120急救中心
的一堂急救培训课堂上，该中心的急
救培训师谢雯掏出手机，向参加培训
人员展示海口AED网点图。谢雯打
开“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微信公众
号，点击“AED网点”图标，一张布满
了AED网点地图就会立刻展现在眼
前，清楚标明数百个AED所处位置
以及到达的距离。一旦身边有人发
生意外需要急救，即可通过这张地图
快速找到最近的AED，取回所需的
急救设备。

近年来，海口除了加大推进院前

急救网络体系建设，升级改造海口市
120急救中心指挥调度系统以提升公
共医疗急救能力水平外，海口还大力
推进急救培训、在市内多点设置自动
体外除颤仪。目前，已有462台AED
布置在海口火车站、汽车站、码头、机
场、商场、景区、公园等公共场所，16
万余人次接受了急救知识培训。

“心肺复苏术的普及和AED网点
增多，是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重要保
障。”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付杰
称，心脏骤停患者黄金抢救时间是5
分钟之内。如果一名心脏骤停患者倒
地之后，周边无人及时施救，患者往往
会错过这黄金5分钟。这也是目前我
国心脏骤停患者抢救成功率仅为1%
的重要原因。

付杰称，事发现场如果没有专业
急救医生，懂专业心肺复苏术人员及
时出手，再辅以AED设备，往往就能
让一名心脏骤停患者成功起死回生。
今年2月21日下午，一支海口业余球
队在世纪公园足球场进行一场友谊
赛。当比赛进行到15时30分左右，
该队52岁的球员刘忠宏射进一球后
不久突然倒地。

该队刚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
（CPR）的队友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
学校体育教师吕强立刻冲了过来进行
施救。吕强按压其胸腔，队友罗勤实
施人工呼吸。与此同时，其他队员也
动了起来，有人拨打120急救中心电
话，有人快速抵达最近的AED急救箱
存放位置取回设备。

不到3分钟，在多名队友的协助
下，AED 被快速送到刘忠宏身边。
吕强打开AED，对已经没有呼吸的
刘忠宏开展体外除颤。不到 10 分
钟，刘忠宏开始有了自主呼吸，放大
的瞳孔也开始收缩。20分钟后，120
救护车到达球场，医生现场对刘忠宏
输氧，并将其抬上救护车。在去医院
的路上，刘忠宏已清醒过来，彻底恢
复了意识。

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急救网，
海口市积极开展急救培训，让广大
市民掌握急救技能，同时积极推动
急救设备的配套设施建设。从2018
年开始，不仅在全市多个公共场所
设置救援岛，还陆续投放安装了上
百台AED，覆盖火车站、汽车站、码

头、机场、商场、景区、公园、学校、政
府办公区等公共场所。部分机关单
位也根据实际情况，陆续在校园内、
机关单位办公区等地投放安装了
AED。截至目前，海口全市共投放
安装 462台AED，分布在全市各重
点场所。

“十四五”期间，海口市将继续大
力开展急救知识培训，广泛开展急救
知识培训“公安交警全覆盖、星级酒店
全覆盖、超市商场全覆盖、旅游景区全
覆盖、交通运输全覆盖、住宅小区全覆
盖”活动，逐年扩大受训人员范围。同
时，海口将继续在全市公共场所设置
救援岛、AED等便民自助急救设施，
进一步提升全民急救普及率。

（本报海口5月 30日讯）

海口已投放安装462台自动体外除颤仪，16万余人次接受急救知识培训

AED 在身边

关注新冠疫苗接种

三亚吉阳输变电工程投运
中心城区停电时间年内将降至0.8小时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刘昌）5月26日12时50分，随着吉阳输变电工程
配套项目——110千伏吉塘甲线成功启动送电，
标志着吉阳输变电工程（包含220千伏吉阳变电
站和4回220千伏线路、8回110千伏线路）全面
竣工投运。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南方
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获悉。

三亚吉阳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将解决三亚主
城区主网 110 千伏线路“挂灯笼”式的接线方
式，进一步优化三亚城区主网架结构，防灾抗灾
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显著增强，为年内中心城区
停电时间降至0.8小时目标提供了可靠的电源
支撑。

三亚供电局负责人介绍，随着吉阳输变电工
程全面投运，作为该项目的核心也是三亚目前变
电容量最大的220千伏吉阳变电站，将最大限度
发挥电能输送中心作用，在解决三亚地区变电容
量缺口问题的同时，以放射状向主城区各个110
千伏变电站进行电能输送，进一步提高三亚电网
网架抗自然灾害能力，为打造高可靠性供电示范
引领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 本报记者 郭萃

酷暑天气，在蔬菜大棚里劳作是
一种怎样的体验？进入大棚就可以
感受到被热浪包裹，豆大的汗珠不停
地往外冒，不到半小时衣服就已被汗
水全部浸透。

5月30日上午接近10时，在海
口龙华区城西镇苍东常年蔬菜生产
基地，菜农陆日利正在和妻子采摘蔬
菜，一手捏住菜茎，轻轻一掐随即放
入身后的筐中。

此时显示室外温度33℃，但是
由于大棚内不透风，因此体感温度
要比室外温度高。陆日利一边用脖
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一边说道，“最

热的时候棚内温度可以达到40℃以
上呢。”

“在大棚里面劳作出汗更多，所
以就得要多喝水。”看到海南日报记
者不停地擦汗，陆日利递来一瓶矿泉
水，“我们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和人
丹避免中暑。”

看了一眼时间，陆日利对妻子说
道，“气温越来越高了，把这块地摘完
就回去吧。”

“白天干活实在吃不消，只好错
峰利用一早一晚时间干活。”陆日利
告诉记者，每天6时，他就和妻子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采摘叶菜、整理，捆
绑、装筐……重复机械劳动到上午10
时，下午4时，气温稍微凉点后，他和

妻子又要走进温度接近40℃的蔬菜
大棚继续劳作直到天黑。“不抓紧抢
收，叶菜就要被全部晒死了。”

除了常规的防暑措施外，陆日利
还有一样降温“神器”——“空调服”。

从外表看，陆日利的这件“空调
服”与常规迷彩外套并无区别，但是
当他拉开拉链，将衣服侧面的一根充
电线连接上内侧口袋的充电宝后，衣
服瞬间鼓了起来，远看就像一个圆鼓
鼓的“气球人”。原来在衣服腰部安
装了一台小风扇，连接电源后风扇开
始运转，一阵阵凉风能够穿过整个身
体。“就像吹空调一样，会让人瞬间清
凉很多。”

炎热的天气下，不仅菜农们需要

防暑，菜地里的叶菜也需要防暑。
“今年的高温较往年要早，而且

持续时间很长，叶菜的根和叶子很容
易烂，长势也不太好。”陆日利告诉记
者，炎热天气下植物蒸发量大，除了
给叶菜增加喷水次数以外，也会使用
遮阳网进行降温。

“前不久龙华区也给我们送来了
耐高温高湿的种子，农科院专家也到
田间地头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
解决办法。”陆日利说道，对于目前已
经受到影响但仍然可以上市的叶菜，
他们只能加班加点进行采收，“采收
完后我们会立刻种植上新的种子，确
保高温天气下海口叶菜市场供应。”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海涛）“呀，真凉快啊！”5
月30日16时许，刚刚完成打扫工作
的黄换彬、陈玉平、吴彩英三名环卫
工，相约来到位于海口市头铺村的环
卫驿站歇歇脚。一打开休息室的房
门，空调凉气就扑面而来，让三人不
禁感慨：“好凉爽！”

“今天天气热，这是下午煮的一
壶鹧鸪茶。知道你们要来，我提前
开了空调，把茶水也摊凉了，快喝一
杯解解暑！”看到三人进屋，海口龙
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龙马环卫）金盘片区副经理林才
芳麻利地盛出3杯茶水，递到大家
手上。

“茶水里还放了冰糖，喝了真舒
服。”直爽的陈玉平忍不住夸赞道。
随后三人又添了一杯，坐在沙发上一
边聊天一边慢慢品尝。

“这几天太热太晒了，在太阳底
下干活不到5分钟，全身都湿透了，
我一天至少要喝4斤水！”陈玉平的
话引起了黄换彬的共鸣：“我专门去
超市买了最大号的水杯，一天能喝
好几杯。有时候实在太热了，在路

边买个冰椰子解解渴。”
但环卫工们也有自己的“苦

恼”——有时候水喝太多了，要频繁
上厕所，很是耽误工作。“好在现在有
了环卫驿站，里面每天都供应免费的
绿豆、鹧鸪茶、菊花茶，想喝了就自己
煮。驿站里还有桌凳、卫生间、应急
药箱、书籍，帮我们解决了歇息、喝
水、如厕等问题。”在陈玉平看来，“环
卫驿站”在酷暑天里为环卫工人撑起
了一片“绿荫”。

“我家住水头村，距离每天清扫
的金盘片区比较远，中午没办法回

家，早上出门时会带上午饭。”黄换彬
说，过去，她都是在路边找个阴凉处，
或者到转运站吃饭。“现在有了驿站，
里面配备了微波炉，我中午可以一边
吹空调一边吃午饭了。”

龙马环卫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为应对高温天气，该公司给各个
片区纷纷开展送清凉到路段慰问活
动，把绿豆汤、西瓜、鹧鸪茶、菊花茶
等消暑饮品送到一线环卫工人手
中。同时，各个转运站、环卫驿站也
都提供茶水、纳凉等服务，把夏日里
的凉爽和关怀送给环卫工人。

高温天气下海口菜农多举措确保叶菜市场供应

错峰抢收 防暑有方

海口环卫驿站为环卫工人撑起一片“绿荫”

凉茶空调 清凉解暑

5月29日，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举行亲子主题活动，100多名家长和孩子及老师一起参加趣味活动
和表演节目，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图为小朋友在展示跆拳道。

当天上午，在南山景区草坪上，家长和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参加了“毛毛虫赛跑”、儿歌舞蹈汇
演、跆拳道表演、欢乐巡游、亲子美食体验等趣味活动，大人的手牵着小孩的手，在其乐融融的活动中，探
索大自然的奥妙，感受浓浓的亲子情。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亲子趣味活动
迎“六一”

省民族博物馆推出亲子活动

在艺术互动体验中
玩出不一样“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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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油画家主题创作
海南站作品开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熊丽）5月30日，《万里海疆——中国百名油画家
主题创作系列活动》海南站作品展在海南省博物
馆开幕。

据了解，此次海南站作品展是《万里海疆——
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创作系列活动》的成果展示，
它展示了画家们此前历经10天，在海南海口、三
亚、三沙、琼海等地的写生作品，画家们用画笔描
绘海南的自然风光及风土人情，向外界展现独属
于海南的美。

《万里海疆——中国百名油画家主题创作系
列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担任活动
总策划，并与众多画家共同参与，通过油画创作记
录、展现和宣传我国壮丽秀美的万里海疆。

此次展览共展出25位画家的75幅作品，展览
时间从5月30日至6月3日，市民可免费前往观展。

万宁启动“冲浪进校园”项目

普及冲浪运动
培育种子选手

本报讯（记者袁宇）近日，为推动体育旅游示
范市建设，万宁市启动“冲浪进校园”项目，将冲浪
进校园推广工作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进一步在本地青少年中普及冲浪运动，在为
国家培育种子选手的同时，为推进冲浪产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万宁市将首先在示范点中华小学开展普及
冲浪及冲浪运动理论知识，让学生熟悉并了解冲
浪，再根据学生年龄及兴趣进行实地培训，通过

“一间教室、一堂课、一个活动（赛事）”的形式，
建立青少年冲浪运动的长效机制，促进冲浪运动
稳步发展。

万宁市将在全市小学、初中以及完全中学部
分年级开展冲浪运动知识普及及课程，以冲浪教
练走进学校宣讲、冲浪小选手分享交流、冲浪器材
展示、视频教学等形式开展理论普及课，并利用学
校游泳池开展简单动作教学，并结合学生自愿情
况开展实践课教学。

东方市万福隆步行街
临时接种点：

严把流程
井然有序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5月30日下午5点多，东方市万
福隆步行街新冠疫苗接种点（以下简
称万福隆接种点）内，护士李世秧在帮
最后一位市民打好疫苗后，立即起身
跑了出去，洗手、喝水。

“太渴了，从下午3点上班到现在
下班，才得空去喝水了。”李世秧说，因
为过来接种的市民络绎不绝，她们接
种时常常都是一坐下就是两三个小
时，上班期间很少去喝水和上洗手间，
以免让市民们排队太久。

“忙的时候，汗水经常流到眼睛，因
为穿了防护服和戴着手套，都没办法用
手擦。”李世秧说，随着第一针疫苗的顺
利接种，第二针疫苗接种有序展开，市
民接种意愿较强，这是对疫苗接种工作
的支持。所以再难再累也会坚持下去。

由于前来万福隆接种点的接种市
民流动性比较大，对把第一道关的咨
询台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市
民是在逛街时候临时起意过来接种，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身体状况和过敏
史、病史等把关也更严格一些。”万福
隆接种点咨询台医生钟才雄说。

“今天下午本来休息的，但是想着
有一份未接种第二针的市民名单没有
上报，就又过来了。”负责万福隆接种
点资料统计和上报的八所镇卫生院计
划免疫科主任赵正新，将名单上报后，
才放心地回家了。

（本报八所5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