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习
霁鸿）10月3日，新疆伊犁州霍尔果
斯市发现2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
者。针对该情况，海口市疾控中心4
日发布疫情防控提醒，要求9月19日
（含）以来有新疆伊犁州旅居史的入琼
人员，尤其是与无症状感染者有过接
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
请第一时间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居（村）委会报告，联系开展1次核酸
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
间隔24小时后做好个人防护，自行前
往采样点再次开展1次核酸检测，并
做好入琼后的14天健康监测，时刻关
注我省最新疫情防控政策调整。

提醒提出，请市民和游客持续关
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区调整
动态信息，建议近期非必要不出岛，尤
其不要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市。外地
旅游、出差返琼人员，返回海口后主动

开展1次核酸检测，并进行自我健康
监测14天。

提醒倡议继续坚持科学佩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文明用餐、注意咳
嗽礼仪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尽量避免
参加非必要的聚集性活动，有序维护
安全社交距离，进出公共场所配合做
好体温测量、健康码查验等工作，并减
少在密闭场所的逗留时间。

提醒号召符合接种条件的市民尽
快前往定点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共同
筑牢海口市免疫屏障。

提醒提出，如有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不
适症状时，请立即前往就近的医疗机
构发热门诊就诊排查，如实告知医生
流行病学史，就医途中全程佩戴口
罩，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遇
到问题请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
进行咨询。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9月19日（含）以来有新疆伊犁旅居史
的入琼人员须开展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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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哗哗哗……”越行至山
林深处，水流声越大，细听之
下，不像是小溪流，更像瀑
布。山林间竟还有瀑布？

“这瀑布飞流直下，只在
雨季有，旱季则全无踪迹。”
张智华解答了记者的疑惑，
原来这瀑布的水流来自山顶
的溶洞。

带着好奇与憧憬，记者加
快了脚步，来到俄贤岭唯一的
瀑布前。只见瀑布从高处流
下，如一条长长的玉带，跌落
乱石间，叮叮咚咚的声音在青
山间传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巡护是我的工作，更是
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资源。”看着清澈的
瀑布从眼前飞落，张智华感
慨万千。

“早年间，由于生活条件
差，居住在俄贤岭片区村落
的村民，仍然过着刀耕火种
的生活，盗砍盗伐、上山捕猎
的情况普遍存在，造成了一

定程度的生态破坏。”张智华
对此十分无奈。而这些现象
也成了他如今巡护工作的重
点，检查是否有人误入林区、
是否有盗砍盗伐、是否有人
捕猎……

“近年来，随着村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加之生态保护宣
传的普及，村民的意识已经大
有提高。”张智华说，目前，管
护区共有工作人员25人，管
护总面积71838亩，分为老保
丁组、大广坝组、石灰岩组，对
保护区实行网格化系统巡护
管理。眼前这翠绿的青山，丰
富多样的动植物，就是大家共
同守护的结果。

记者听后兴致勃勃，意
欲继续行进。“山顶路陡坡
险，你们是爬不上去的，为了
你们的安全，还是返程吧
……”采访结束时，张智华及
张阿惊把记者送下山，随后
他们又纵身越入山林，护林
工作还远未结束。

（本报八所10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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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当资讯
广场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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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金益宁）10月 4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电化教育馆获
悉，该馆日前面向社会收集了一批
特色数字资源，目前已在海南省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线，供全省
中小学师生免费使用，助力“双减”
政策落地实施。

上线的资源分为“特色学科课程
资源篇”和“特色专题资源篇”。其中，

“特色学科课程资源篇”包含2016年
至2019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获得教育
部“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活动部
级优课的课例，以及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教育部共同打造的中小学语文
示范诵读库，诵读库内容涵盖教育部

部编版教材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
“特色专题资源篇”包含可以带领

大家“云游”永兴岛、赵述岛等西沙岛
礁的网上展馆《云美·三沙》；生动呈现
海南文明发展脉络、体现海南劳动人
民智慧的海南地方文化纪录片《山海
有名》；围绕10个中小学生应知应会
的交通安全知识点展开制作的少年儿
童安全教育系列动画片《危险远离
我！》；第八届海南省中小学优秀自制
教具评选活动获奖作品现场演示视频
资源等。

广大海南中小学师生可以登录网
址https：//yun.hainan.edu.cn/，从海
南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使用相关
资源。

一批特色数字资源上线
登录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可免费使用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黄祥

“我喜欢看《动物百科》《十万个为什
么》《格林童话》等书籍，这些书在书屋里
都能找到。”10月4日，在定安县定城镇
山椒社区农家书屋，山椒小学五年级一
班学生梁培诗和往常一样来到书屋读
书。他说，读书让他增长了见识，还能让
假期生活变得充实。

一排排书架整齐划一，一册册图书
陈列有序，屋内桌椅整洁，硬件设施配备
齐全……放眼望去，书屋内的书架上整
齐排列着各类书籍，内容涵盖政经类、生

活类、党史类、少儿类、文化类等方面，不
仅吸引了爱读书的孩子，附近的居民也
纷纷来此“充电”。

今年以来，定安积极探索农家书屋创
新升级工作，通过“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村邮站+孩子第二课堂”共建模
式，已完成山椒社区农家书屋示范点建
设，并以此带动规范建设110个农家书
屋，让群众“推门”有书看，有效促进了文
化阵地建设和公共文化传播能力提升。

在具体的示范点建设中，定安县委
宣传部联合定城镇，将山椒社区原有的
农家书屋、知海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三大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在加强农家
书屋内容品质的同时，修建人行道，拓宽
马路，新建停车位，进一步改善周边环

境，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
定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程见梅介绍，

书屋翻修后，不但添置了儿童类刊物，包
括童话、经典名著等优秀文学作品，充分
激发了孩子们的读书热情，还增设了儿童
桌椅，孩子们可以看书、做作业、温习功
课，成为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别看书屋不大，里面的书籍可多了，
现在有近2000册图书，涵盖的知识面很
广，大家空闲的时候都喜欢来这里休闲看
书。”山椒社区农家书屋管理员吴育潮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山椒社区农家书屋旁边
就是山椒小学，每天放学后，来书屋看书
学习的孩子们多则几十个，少则十几个。

同时，书屋还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经
常举办阅读活动，不断提升农家书屋管

理使用效能，广泛开展“品读毛泽东诗词
感悟共产党人初心”“传颂红色家书 传
承红色经典”“奋斗百年路 书香满乾坤”
等阅读分享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入心
入脑、细照笃行上用劲，不断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应对风险、迎接挑战的智慧和力
量，在阅读活动中补足精神之“钙”。

据了解，在实现农家书屋覆盖全县行
政村的基础上，定安给农家书屋做加法，以

“农家书屋+”为路径进行延伸服务，将农
家书屋打造成宣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前沿
阵地，做强做优一批示范书屋，通过示范点
建设，带动全县农家书屋提升服务水平，更
好地服务广大农民群众，让农家书屋真
正成为群众的“文化粮仓”，让小平台发
挥出大能量。 （本报定城10月4日电）

为民办实事

本报椰林10月4日电 （记者贾
磊 通讯员陈冰）10月 2日晚，在陵
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文体广场，
2021陵水第五届旅游购物美食狂欢
节暨乡村振兴大集市圆满落幕，根
据该县商务部门相关初步汇总数
据，为期3天的购物节，实现了现场
成交额超过50万元，意向订单近百
万元的优秀成绩。

“我们交了一辆宏光五菱miniEV
的订金，这次购物体验很愉快。”10月
2日晚，消费者姚先生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道。

据了解，此次活动除了特色美
食展，还有五菱、本田等知名车企
到场参加展销活动。海南日报以及
海南日报客户端直播等立体式宣传
手段，使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陵水旅游购物美食节圆满落幕

现场成交额超过50万元

定安打造农家书屋示范点，有效促进文化阵地建设和公共文化传播能力提升

农家书屋：村娃“悦”读好去处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林书喜

怪石嶙峋的山峰秀丽挺
拔，喀斯特地貌原始热带雨林
独特隐蔽，丰富的物种自由生
长……俄贤岭，以喀斯特地貌
原始热带雨林著称，在东方市
东河镇境内，昌化江中游东北
岸，与霸王岭同属海南三大山
脉之一——雅加大岭山脉，这
里人迹罕至，游离于世人视线
之外，令人心向往之。

9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
跟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
王岭分局猴猕岭管理区俄贤岭
管护站护林员，走进俄贤岭保护
区，揭开喀斯特热带雨林的神秘
“面纱”，一探物种丰富的奥秘。

进入保护区，俄贤岭管护站管
理员张智华与护林员张阿惊带路
大步走在前头，当天他们巡护的路
线是石灰岩组“324”岗位。这里森
林茂密，满目苍翠，在其中穿梭，周
身凉意萦绕。入口处，一群飞舞的
蝴蝶迎面而来，随即又在人的脚边

“缠绵”，似乎在以它们的方式举行
雨林欢迎礼。

“黄色、粉色、灰色……”海南
日报记者惊喜地发现，这群蝴蝶竟
然有多种颜色。张智华一边带路
一边介绍，“这是粉蝶科，是雨林里
最常见的一种蝶，成蝶后口器会退
化成吸管状。”他熟悉蝴蝶的种类
及习性，并告诉记者，存在于保护
区内的蝴蝶种类繁多，形态各异，
而这均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张智华是辖区内大俄村人，
2010年成为保护区的一名护林员，
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而且
还是当地人眼里的“蝴蝶专家”。

最初巡山的工作让张智华觉
得十分枯燥，甚至想过转行。2010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香港嘉道理
慈善基金会环境保护公益组织到
此调研，张智华结识了蝴蝶专家罗
益奎，在他的影响下，对蝴蝶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便开启了蝴蝶
研究之路。

《海南岛蝴蝶志》《郊野情报蝴
蝶篇》，他从头至尾研读了3年，不
仅如此，还观察记录过蝴蝶的每一
个生长过程，对蝴蝶从卵、到虫、到
蝶完整的变态生活史仔细研究。

“大自然真神奇，可以让我见识到
这么多漂亮且不同种类的蝴蝶
……”张智华感慨地说，而这也成
为他巡山过程中的最大乐趣。

护林员成了蝴蝶“土专家”

张智华带路在前，越往山
林深处，所见的岩石越多，不
规则地裸露在地面上。“看，这
就是喀斯特地貌最典型的石
灰岩，坚硬，在水流的作用下，
表面粗糙，有不规则的洞。”张
智华介绍，根据《俄贤岭自然
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显
示，俄贤岭是省内现存面积最
大、原生状态保存得最为完整
的，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喀斯
特地貌原始热带雨林，涵盖种
子植物767种，珍稀濒危植物
26种。

在记者凝视石灰岩表层，
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时，
一只不知名的螺缓慢进入了
视线。“这是石灰岩上寄生的
烟管螺，在这里很常见，离开
这里却很难找到。”张智华得
意地说道，在俄贤岭，最为独
特的生物就是贝类，这得益于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特有的陆
生和水生系统。

沿着山路继续前进，参天
大树拔地而起，只见一株轮叶
戟从两块巨石间生长开来，枝
繁叶茂。

“轮叶戟叶片轮生，是在
俄贤岭特别的存在。”张智华
从高处扯一把叶片过来向记者
介绍，叶面经络出奇规整，且按
轮生，是俄贤岭植物种类丰富、
独特的典型代表之一。

“啾……”树冠上忽而有
鸟飞过，嘹亮的叫声在雨林中
回荡。护林员张阿惊竖起耳
朵一听，“白头鹎，有十几只。”
他忽而兴奋起来，因为白头鹎
在林间很常见，是他熟知的

“朋友”。张阿惊16年的巡护
经历里，没少和动物打交道，
日常巡护工作时还见过白鹇、
原鸡等珍稀动物。

俄贤岭的鸟类分布状况，
成为这片热带雨林保护的缩
影。“不仅鸟类丰富，还有猕
猴呢……”就在今年 7月 28
日，张阿惊还用手机录下了
猴群的叫唤声。“猕猴出来觅
食时，常常成群出没，非常怕
人，我们也只能远远地听到
叫声。”张阿惊说，保护区内
还存在许多珍稀保护动物，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动植
物的生活家园。

物种多样让人大开眼界

绿水青山得益于共同守护

本报讯 （记者良子）10月 3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我省
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
题考试于10月16日—17日举行，省
司法厅发布法考期间疫情防控有关事
项公告。

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
《海南省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公告指出：司法部官网和微信公
众号设置“应试人员每日健康打卡”
功能，即考生应于考前14天起，每日
进行自我健康状况监测并完成在线
信息填报；并在准考证打印页面设置
《2021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应试人员健康承诺书》，考生签订
承诺书后方可打印准考证。同时，考
生应当提前申请“海南健康码”和“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鉴于近期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建议考生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
公告指出，考前14天在省内的考

生，考试当天的健康码为绿码（动态）、
行程卡为绿码且到访地右上角无*星
号标记，并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低于
37.3℃）的，可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
考证直接进入考点：考前14天从省外
低风险地区来琼的考生，需提供考试
当日前48小时内具有检测资质服务
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或证
明，方可凭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
进入考点；考试前21天内有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
需提供考试当日前48小时内两次（间
隔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证
明；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需提
供解除隔离的证明。

因疫情防控需要，以上有关要求
如有变化，将在海南省司法厅门户网
站发布，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

省司法厅发布法考期间疫情防控有关事项公告

考生须提前申请健康码和行程卡

俄贤岭日出美景。

珍灰蝶。本报记者 刘婧姝 摄

树蜗牛。

不知名的野果。

本组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溪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