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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我现在已经学会蛙泳了。”6月
19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
罗山乡太平学校北侧，14岁的李秋
霞扑通一声跃入泳池，四肢灵活摆
动，骄傲地展示起自己刚学的蛙泳划
水动作。

而就在不久前，这个山里娃还是
一只不会水性的“旱鸭子”。

“我们从小就反复叮嘱孩子不
要去玩水，但山里到处都是河湖溪
流，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李秋霞
的父亲李春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几年前吊罗山乡曾发生过一起学
生溺亡的事故，让他至今心有余
悸，只能反复向孩子灌输“水很危
险”的警示。

吊罗山乡的这起学生溺亡事件
并不是孤例，这也让琼中将全面普及
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列入校园安全工
作的重中之重，于2018年全面启动
中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
系统教育工程。

“我们出台了《琼中县普及中小
学生游泳教育实施方案》，要求各中
小学校校长为本校普及中小学生游
泳教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按照因地

制宜原则，采用拼装式游泳池、土建
游泳池等模式，配齐相关设施设备。”
琼中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与此
同时，该县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
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全社会
共同关注、多方联动、统筹推进的工
作合力。

今年年初，一座长25米、宽15
米，拥有6条泳道的标准化泳池在琼
中最偏远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太
平学校操场旁落成。至此，琼中按距
离远近、城乡配搭原则建成的16个
校园游泳池全部投入使用，实现每个
乡镇至少拥有1个游泳池。

“除了泳池，我们还配套建设了
更衣室、淋浴房、卫生间等，并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聘请有资质的专业团
队到校从事游泳教育工作。”太平学
校校长罗勇介绍，游泳常识、趣味水
上运动、蛙泳技术学习、安全防护常
识及防溺水方法等，目前该校四至九
年级学生正分批接受培训，确保人人
掌握防溺水、懂自救技巧。

李秋霞经过为期十天的游泳培
训课程，如今已经能在没有辅助的情
况下独立游25米，俨然蜕变成了一
条“小飞鱼”，这也让父亲李春南紧绷
的神经终于松了松。

“除了短期培训，我们今后还会
把游泳纳入中小学生日常体育课
程和中学生运动会竞赛项目，实现
学生游泳教育常态化。”琼中县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县已
有近50名教师接受游泳指导员（救
生员）的相关培训，接下来该县还
会将“会游泳、懂救生”作为学校新
招录体育教师的必备条件之一，鼓
励有游泳特长的其他学科教师在
考取相关资格证书后兼职从事游
泳教学工作，努力建设专兼结合的
师资队伍。

（本报营根6月19日电）

琼中全面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将建设专兼结合游泳师资队伍

让旱地娃成“水中鱼”

6月19日，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北港村委会，医护人员给当地村民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进村入户接种疫苗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张
期望）6月1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住建局获悉，目前，海口全市已
有7个安居房项目开工建设，其中，
位于长流镇的北辰长秀仕家、国兴大
道的美舍仕家、江东新区金域仕家等
3个安居房项目将在明年交付使用。

目前，北辰长秀仕家安居房项目
已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部分楼栋建

至13层，其余楼栋已进入6层以上主
体结构施工。该项目是我省首批安居
型商品房，总占地面积约45.77亩，总
建筑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共建6栋
高层住宅、1栋幼儿园，住宅均为南北
通透的纯板楼设计，可提供1027套安
居型商品住房，预计今年12月全面主
体封顶，2022年7月交付使用。

美舍仕家安居房项目总占地

11.35亩，计划建设安居型住房288
套。该项目的两栋住宅楼已进入三
四层结构施工阶段，计划于2022年
12月30日交付业主使用。金域仕家
是江东新区首个安居房项目，项目共
计建设9栋安居型商品住宅，2栋商
业，1所幼儿园，1个社区服务中心，
规划提供安居型住房907套、商业住
房137套。项目预计2021年11月中

旬封顶，2022年6月底交付。
据了解，海口市在2020年开工

建设5000套的基础上，2021年将开
工建设6500套，2022年将开工建设
6500套。为确保海口安居房项目建
设顺利开展，海口市住建局要求各个
项目最大程度抓紧建设进度，并严格
按照“六个百分之百”要求进行文明
施工，抓好企业工程质量。

海口3个安居房项目明年交付使用

三亚市养老服务中心
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6月17日，三亚市养老
服务中心（三亚市中医院东岸分院）投入使用，在
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同时，提高老年人生
活质量。

据了解，2020年5月7日，三亚市民政局与三
亚市中医院签订三亚市养老服务中心委托管理协
议，标志着三亚首家由市政府主导，医疗机构与养
老产业融合发展的“医养结合”试点启动。经过一
年的筹备，三亚市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三亚市养老服务中心位于荔枝沟腊尾路128
号，建筑面积5494平方米，设置养老、医疗照看床
位150张，设有慢病区、介护区、失能失障区、安宁
疗护区、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等六大功能区域，生
活设施、医疗基础设备和急救设备设施齐全。

该中心是三亚市首家公建公营“医养结合”服
务机构，依托三亚市中医院医疗技术资源优势，将

“医养”和“中医治末病”理念相结合，集中医康、
养、疗、护、健康管理服务于一体，为长者提供24
小时、全方位、专业化的服务，满足长者不同层次
的身心健康及养老需求。

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
活动走进定安

本报定城6月19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朱思静 张博）6月19日，“美好新海南·环岛欢乐
行”2021年美丽海南乡村主题游活动走进定安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吸引省内外500余名游
客参与。

当天上午，启动仪式在红色歌舞《唱支山歌给
党听》中拉开序幕，一个个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红色主题节目精彩上演，博得现场观众掌声不
断。记者注意到，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母瑞山美丽
乡村农夫集市，游客们饶有兴趣地选购新鲜、绿色
的优质农产品，不少媒体和旅游达人通过直播分
享，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农民增收。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大家先后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参观琼崖革命历史
展馆等活动。全体人员来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的讲堂，认真聆听党课。活动还设置了“重走
红军路，徒步红军潭”环节，游客通过重走红军路
体验革命先烈们为解放琼崖人民做出的艰苦奋
斗，在徒步中传承红色基因。

活动主办方表示，此次美丽海南乡村主题
游活动围绕“建设美好新海南，学好党史，增强
责任担当”，旨在将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把全
域旅游理念融入定安乡村特色旅游文化资源，
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做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
振兴，带动全民全域旅游，提升定安乡村旅游文
化的影响力。

溺水自救急救 这3个误区要避开

本报海口6月 19日讯
（记者马珂）夏日炎炎，游泳
嬉水成为很多孩子消暑度假
的选择。如果安全措施落实
不到位，稍有不慎，就会发生
溺水事件。近日，海南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
（创伤中心二病区）医师罗之
谦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溺水自救急救应避
开3个误区。

误区
“倒背控水法”万万不可取！

每年夏季，总会有一些倒背控
水救治溺水者的信息在网上传播，
据说只要溺水不超过 1 小时都有
效。那么，倒背控水真的靠谱吗？

罗之谦介绍，倒背控水会导致溺
水者胃内容物反流，易造成误吸或气
道阻塞，还可能导致肺部感染，有害
无益。而对于无呼吸无脉搏的溺水
者，倒背控水会耽误救人的黄金时
间，增加死亡率。

昌江举办“消费助农增收大集市”活动

党员带头买 消费献爱心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肖开刚 特约记

者黄兆雪）“作为一名党员，看到有这样的助农活
动，我都是积极响应，每次都会买不少东西。”6月
18日上午，昌江市民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一场“消费助农增收大集市”活动正在这里热闹开
场，来自昌江供电局的党员邢维标一早就来到集
市现场，购买了大米和火龙果等当地优质农产品，
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海南日报记者在“消费助农增收大集市”活动
现场看到，一大早来自昌江各乡镇的农民和农业
企业，就开着三轮车、小货车等，把芒果、家禽、大
米、花卉、蜂蜜等昌江特色的农产品，带到了活动
现场，摆满了现场42个摊位。昌江党员干部职
工，纷纷带头响应号召，来到大集市现场选购，掀
起了消费助农的高潮。

石碌镇牙营村村民符姨带了不少自家种植的
红稻米过来现场卖，不到半个小时就吸引多个单
位的党员干部跟她买了几十斤，她说，希望政府能
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村民种出来的农产品有更
好的销路。

据了解，“消费助农增收大集市”活动是昌江
每个季度都会举办的活动。该活动旨在搭建最直
接、最有效、最贴近农户的消费平台，通过发动全
县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党员
干部职工带头参与“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消费助
农活动，进一步打通产销对接障碍，促进各类农产
品销售保障农民增收。

海南电影《雪云》入围
戛纳主竞赛短片单元
将在电影节全球首映

本报讯（记者昂颖）近日，由海南青年导演邬
浪执导，李康生、李梦领衔主演的《雪云》入围第
74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短片单元。影片将于第
74届戛纳电影节期间举行全球首映，并将与其他
9部作品一起角逐最佳短片金棕榈奖。

《雪云》是一部发生在海南的爱情题材故事
片，主要讲述了在回莺歌海的路上，一对昔日的恋
人没有过多去探寻对方的近况，默契地维护着眼
前的一切。影片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中，展现一
段曾经的亲密关系重塑的过程，探索人如何用过
去的思路与情感去面对生活。

影片全程在海南取景拍摄，画面精致优美，叙
事从容舒展。15分钟短片展现了导演邬浪成熟
的影像风格和掌控能力。官方组委会在给影片的
入围邀请信中用“Beautiful”形容了该部电影给
人的迷人印象。

我省开展打击
危险废物和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违法行为活动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海南
省生态环境厅印发通告，向社会公开
征集有关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以及
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违法犯罪的线索，如举报情况属实，将
根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
奖励办法》给予举报者奖励。

上述通告明确，今年6月至9月，
我省将集中全省生态环境部门、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力
量，严厉打击非法收集、利用、处置废
矿物油和废铅酸蓄电池、医疗废物等
危险废物，以及跨行政区域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和涉水、气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等环境
违法行为。

群众如有相关线索，可通过以下3
种方式进行举报：拨打12345、12369
电话举报；登录省生态环境厅、市县生
态环境部门或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门户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网络举报；或者到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或市县（区）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进行信访来信举报。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
记者从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获悉，该
校已制定小学二、三年级自主招生方
案，将面向海口全市自主招收符合政策
的小学二、三年级学生，每个年级招收
6个班，每班约45人。想要报名的家
长，请于6月18日 8：30—6月 29日
16：30登录“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公众号进行网上报名申请。线上初审
合格者可参加面谈，面谈成绩通过且申
请材料合格者方可取得入学资格。

据介绍，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的自主招生对象为：2021年9月前完
成小学一年级学业、需入读小学二年
级的学生，可申请转入该校二年级；
2021年9月前完成小学一二年级学

业、需入读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申请
转入该校三年级。2021年9月想入
读该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学
生，根据海口市教育局方案执行。

根据该方案的要求，学生及父母
要按照要求提供户籍、合法稳定住
所、务工社保等相应材料，审核通过
可申请学位。7月2日12：00前，学

校通知网报初审结果。网报初审合
格者，请按照通知时间自行打印准考
证。学生根据准考证上的时间和地
点参加面谈，面谈成绩通过且申请材
料合格者方可取得入学资格。

取得入学资格的学生，需按学校
规定时间办理转学。不在规定时间
办理转学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小学二、三年级招生

网上报名 初审合格需面谈

误区
将溺水者救上岸后首先进行心肺复苏？

在一些防溺水的宣传视频中，经常会出现施救者将溺水者救
上岸后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的画面。那么这样操作对吗？

罗之谦说，这其实是错误的。溺水者被从水中救上岸后，施救
人员首先要判断其有没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马上请人拨打
120，请求医护人员援助，随后将溺水者转移到安全环境并让其平
卧，触摸溺水者的颈动脉确认有无搏动，判断其有无自主呼吸（可
观察胸廓是否有起伏）。如果溺水者颈动脉搏动消失，无自主呼
吸，就说明其呼吸、心跳已经停止，应马上按规范进行心肺复苏。

如果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意识清醒，首先要让其更换身上的衣
服，注意保暖，可拍打其背部，促进咳嗽反射，帮助其将误吸到气管
里的水咳出来，然后将其送去医院检查治疗。

误区
孩子一边下沉一边喊救命？

在一些宣传普及防溺水知识的漫画
或动画中，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孩子在水
中一边往下沉，一边呼喊救命。这是真
的吗？

罗之谦说，孩子在水中嬉戏时会发
出声音，而溺水时经常是不会发出声音
的。只要孩子突然安静下来了，家长应
该马上去查看。人在溺水时，往往身体
在水中是直立的，头半仰着，意识模糊，
在其他人看来他（她）似乎是在潜水，实
际上很可能是溺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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