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中小学生踊跃参加暑期游泳培训

安全学游泳 快乐过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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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根据《海口市2021年暑期
托管服务试点工作方案》，该市将从7月26日至8月
20日，在12所试点学校（幼儿园），面向有托管需求
的小学生或在园幼儿开展暑期托管服务试点工作。
7月23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发现，各试点学校已开
始着手进行制定课表、安排老师、消毒教室等工作，
为即将开始的暑期托管做好准备。

23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海口市五源河幼儿
园（分园）。10多位老师和物业人员正忙着打扫教
室、清洗玩具、擦拭床板。厨房内，也有3名工作人
员正在对餐具、砧板等进行清洗消毒。“老师们昨天
就回园开始进行大扫除。放暑假前，我们把玩具、教
具、书籍全都打包装袋了。现在，全部要拿出来清
洗、暴晒。”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园长黄少霞介绍，该
园正在召集省内教师回园参与暑期托管工作。同
时，该园还通知安保、后厨、保健医生等岗位人员归
位，确保暑期托管安全、有序。

海口市秀英区的试点学校为海口市第二十七小
学、秀英区长滨小学、海口市康安学校、海口市第三
十三小学。目前，秀英区教育局已为每个试点学校
设置了一张课表，课程包含演讲与口才、戏剧、编程、
篮球、足球、跆拳道、美术、合唱、葫芦丝、架子鼓等，
非常丰富多彩。同时，该区还在长滨小学、康安学校

安排了午餐午休服务。
“4所试点学校一共可以提供480个托管名额。

23日上午，我们开放了报名通道，家长们的报名非常
踊跃。截至当晚20时，近一半的托管名额已被预
订。”秀英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海口市龙华区，位于该区的海口市滨涯幼儿
园已率先推出幼儿暑期托管服务。“滨涯幼儿园位于
省人民医院附近，不少孩子的父母是省人民医院的
医生、护士，或者其他行业的‘双职工’家庭，工作非
常繁忙。了解到很多家长都有暑期看护孩子的需求
后，我们园从7月12日就开始推出暑期托管服务，最
终有14个孩子的家长报名。”海口市滨涯幼儿园园
长周琳介绍。

海口市滨涯幼儿园每天的托管时间和平时的上
课时间保持一致，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周日休息。
每天7时30分入园，16时30分放学。老师们每天带
着孩子们在幼儿园内做游戏、做木工、看绘本、学电
子琴，活动安排得很丰富。

“龙华区的幼儿园暑期托管已经率先在海口市
滨涯幼儿园开展。滨涯幼儿园的托管服务对象不局
限于本园学生，有需求的家长都可以报名，希望更多
的家庭都能享受到优质、平价、普惠的暑期托管服
务。”龙华区教育局局长黄蕊表示。

制定课表、安排老师、消毒教室……

海口暑期托管服务“抢先看” 本报海口7月 25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美兰区政府获悉，7月26日起，海口市美
兰区婚姻登记处将搬迁至海口市蓝天路
名门广场五楼北区办公。登记处总面积
400余平方米，内设婚姻登记大厅、颁证
大厅、等候区、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
服务配套一应俱全。这是海口首个在商
业广场设立的婚姻登记处，美兰区将以婚
姻登记处为依托，在名门广场内打造婚庆
一条街。

美兰区婚姻登记处新址环境宽敞明
亮、设计功能分区清晰，以“中国红”为主色
调，整体造型简约时尚，共有6个办理登记
窗口，并配备有母婴室、茶水区。此前，美
兰区婚姻登记处设在区政府服务中心大
厅，仅有两个窗口及一个婚姻调解室，场所
简陋，功能设置不全。

“如何把结婚登记这件美好浪漫的
事情办好？”美兰区民政局副局长陈小明
介绍，海口美兰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决定新建婚姻登记处实体场所，并以婚
姻登记处为抓手，打造特色婚庆一条街，
为新人们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已有
一批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同美兰区政
府、名门广场共同推动美兰特色婚庆一
条街的建设。

陈小明称，未来，美兰区将升级婚姻登
记处管理系统，让新人们享受“刷脸”预约、
网上预约办理等便利服务，努力将其打造
成为人民满意的“幸福窗口”。

海口今日启用首个
商业广场内婚姻登记处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蹬腿、转肩、摆头、换气
……7月22日10时许，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的游泳池
内格外热闹，50余名学生正在上游泳培训课。在专
业教练的指导下，同学们进行热身运动后，开始学习
换气、滑行等游泳技巧。

“这个假期，我一共上了6节游泳课，已经学会
游泳了。”三亚市第五中学初三学生王佳莹高兴地
说。随后她跃入泳池，在水中灵活摆动四肢，展示自
己学会的划水动作。

“这个培训点承担了三亚9所中小学校学生的游泳
培训工作，每天有400余名学生到这里学习游泳。”负
责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游泳培训的游泳机构相关负责人
介绍，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该培训机构开设了

不同的教学内容，以10天为一个教学周期。针对低年
级学生，以趣味性教学为主，通过换气练习、抱膝浮体
等帮助学生们熟悉水性，初中学生则学习蛙泳等技能。

“为确保学生在游泳课上的安全，带队老师要全
程陪同学生上游泳课。”三亚市第五中学教师符驻在
说。此外，培训机构配齐游泳教练，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游泳培训点共有6至8名教练现场指导。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全面推进三
亚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三亚立足实际，积极开展
暑期中小学生游泳培训活动。暑假期间，三亚共开
设23个游泳培训点为中小学学生进行暑期游泳培
训，组织9738名中小学学生报名参加，目前已有
3276名学生学会游泳并通过考核。

博鳌乐城：

海南患儿受益
植入特许人工耳蜗

本报博鳌7月25日电（记者袁宇）7月
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获悉，省人民医院耳鼻
喉团队日前在该院乐城分院顺利为一名双
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海南籍患儿行
同期双侧特许人工耳蜗植入术，这是该院成
功开展的第二例特许人工耳蜗手术。

据悉，接受手术的2岁女童玥玥（化
名）曾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因蜗神经发育不
良，手术难度大，术后效果无法保证，患儿
父母多方考虑后决定植入特许 SYN-
CHRONY人工耳蜗系统。

省人民医院的专家根据患儿的病情，
带领人工耳蜗团队精心为患儿进行全面周
到的术前检查和评估，并制定了规范安全
的治疗方案，组建包括耳鼻喉头颈外科、麻
醉科、手术室、儿科、影像科等多学科参与
的医疗团队至乐城院区，最终成功为患儿
植入特许SYNCHRONY人工耳蜗系统。

专家介绍，目前患儿的人工耳蜗已顺
利开机，开机后对声音反应良好。开机后
一个月，玥玥已经可以听出自己的名字，辨
别不同的声音并做出反应，还学会了说“爸
爸”“妈妈”等简单的词语。

据介绍，人工耳蜗植入是目前对双耳
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最有效干预手
段，是唯一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力的医学
装置。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人工耳蜗应用是乐城先行区的探索之一，
乐城下一步也将加速特许药械开放程度和
服务范围，扩大单病种种类，面向全国公开
邀请专家来先行区使用特许进口药械，为
广大患者提供便利，特别是服务海南居民
实现“大病不出岛”。

岁

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马珂）7月25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全球多个国家发现了多种新冠病毒变异株，我国外防
输入的风险和压力持续存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是有效防范疫情输入和反弹
的重要手段，对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和新冠肺炎发病风
险，减少因感染导致重症和死亡数量，有效防控疫情具
有重要意义。开展12-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是构筑全人群免疫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整
体部署，海南省7月26日全面启动12-17岁人群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针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省卫健委
进行了解答。

海南省目前整体接种情况如何？

截至7月24日，全省累计接种疫苗1437.14万剂，
其中：第1剂次736万剂，占18岁以上人群95.34%，占
全人群73.02%；第2剂次703.19万剂，占18岁以上人群
91.09%，占全人群69.76%。目前我省18岁以上人群接
种率位居全国前列。

12-17岁人群主要覆盖哪些？

覆盖海南省内所有12-17岁人群（接种时需年满
12周岁），含在校学生（包括小学、普通中学、大学、中专
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工读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
教育机构的学生）及非在校适龄人群。12-17岁人群
属于未成年人，该年龄段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需
由学校工作人员或者监护人陪同，并提供由监护人签
字的知情同意书，方可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时段总体安排是什么？

我省将分三步开展12-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

第一步：7月份，启动并推进15-17岁人群第一剂
接种任务。

第二步：8月份，启动并完成12-14岁人群第一剂
接种，同时完成15-17岁人群第二剂接种任务。

第三步：9月底前，完成12-17岁人群的全程接种。

12-17岁人群接种如何组织？

在校学生按照高中（含技工学校）、初中、特殊教育
学校的接种顺序有序安排 12-17 岁在校学生集中接
种，各市县（区）以学校或学区为单位开展组织工作。

非在校12-17岁人群（含12-17岁出国留学人员）
由家长或监护人陪同至辖区指定接种点接种。

目前开展12-17岁人群的疫苗接种点有哪些？

我省将进一步优化接种点设置，拓展接种服务形
式，延长服务时间，方便群众接种。为确保接种安全，
要求各接种单位严格落实“三查七对一验证”制度和接
种后留观制度；各接种单位要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急
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有急救设备药品、有120急救车
现场值守、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通道“四有”
原则，做好疑似异常反应救治保障。

目前各市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学校设置临时
接种点，同时指定医疗技术力量较强的固定接种点开
展12-17岁人群接种。在校学生可以选择到学校临时
接种点集中接种，暑假期间不在学校所在地的，也可以
到居住地辖区指定的接种点接种。

此次接种的新冠病毒疫苗是什么类型？

本次12-17岁人群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是经国家
有关部门的批准、可用于该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
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未成年接种哪种新冠疫苗比较好？

上述两款新冠疫苗都好，重点是积极配合响应号召。
灭活新冠疫苗需要接种两剂次，两剂接种间隔时

间最少21天，最长56天。不过若超过56天，无需从头
开始接种，只要尽快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未成年人和青少年接种的疫苗在剂量、剂型方面
有无不同？

成人的和儿童青少年的疫苗都是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它的剂量和剂型都是一样的。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3-17岁年龄组在河南
完成的I/II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3-17岁人群免后中和
抗体阳转率为100%，中和抗体和阳转率与成人组相比
无显著性差异，未见严重不良反应，疫苗安全有效。

青少年接种是否会与其他疫苗接种产生冲突？

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其他疫苗与新冠
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14天。当因动物致伤、外
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
时，可不考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家长需要了解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相关知识，按照
学校或相关部门要求为孩子带好相关身份证件；认真
阅读并填写知情同意书。提醒孩子当天穿宽松的衣服
方便接种，前往接种门诊时需佩戴口罩。

新冠病毒疫苗通常的接种禁忌是什么？

按照新冠疫苗接种技术指南，新冠病毒疫苗通常的
接种禁忌包括：（1）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性
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
疫苗时出现过敏者；（2）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
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3）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
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疾病等）；（4）正
在发热者，或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
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5）妊娠期妇女。

3-11岁人群什么时候接种？

国家有关部门已批准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紧急
使用的年龄范围扩大到了3岁以上，我省下一步将结
合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人群特点等情况，按照国家统
一安排开展相应人群的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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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期间
三亚共开设23个游泳培训点

组织9738名中小学学生报名参加

目前已有3276名学生学会游泳并通过考核

今年以来
三亚有3万余名学生参加游泳培训

2万余名学生学会游泳并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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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三亚中小学生在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游泳池参加暑期游泳培训。本报记者 武威 摄

7月24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白沙村委会什坡阶村，来自海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
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正在给孩子们进行暑期学业辅导。据了解，这是海南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协会
在海南开展的2021年暑期支教招募志愿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下乡支教 暑期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