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假期海南天气总体较好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黄婧怡 李凡 郭冬艳）海南日报记者12月30日上
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022年元旦假日期间，
我省天气总体较好，有利于出行；北部、中部和西部
内陆地区气温较低，户外活动需适时添加衣物；海
上作业和过往船只注意防范海上大风天气。

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19℃～22℃
东部和南部地区23℃～26℃

2022年1月1日～3日

受弱冷空气持续影响，全岛多云间阴天，其中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有分散小雨

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14℃～17℃
东部和南部地区17℃～20℃

最低气温

最高气温

滨海湿地红树之旅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红
树林科普观赏园—下塘水鸟湿地保护小区

寻梦江东“湿”意之旅

道孟河湿地公园—芙蓉河湿地公园—
迈雅河湿地公园—海口江东新区防潮堤

美舍河湿地之旅

徒步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游览沙坡
郊野湿地公园

登山观海之旅

海口火山口公园—五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假日海滩—万绿园

潭丰洋之旅

潭丰洋省级湿地公园—华侨城自然学
校湿地科普馆—访节孝坊、应奎坊等古牌
坊—访新坡镇仁台村

海口推出5条湿地主题
旅游路线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习霁鸿）12月
30日，海口市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推出了5条湿地
主题旅游路线，将全市主要湿地“串珠成线”，方便
市民游客出游，引导大家走进湿地、了解湿地、热
爱湿地，感受海口湿地保护修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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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在行动
高招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期间

我省将严格管控
校外培训机构广告宣传行为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刘晓惠）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
考试将于2022年1月8日至10日举行。近日，省

“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印发通知，明确
中考、高考（含艺考）等涉及中小学生的全国、全省
性统一考试期间，我省将严格加强校外培训广告
管控工作，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在考点及周
边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广告宣传等行为。

考试期间，全省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加强
与宣传、网信、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巡
查，对违规开展宣传的培训机构和个人予以劝阻或
驱离，对不听劝阻、性质恶劣的人员进行现场处置。
同时，依法依规对有违法违规广告宣传行为、有发布
与考试相关不实信息行为或有证照不齐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和个人进行严肃查处。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下午放学后，校门缓缓打开，两名学生出了校门后，快步走到附近一家商铺门口，骑上停放在此
的电动自行车，在行车道上左突右冲、嬉笑打闹。半小时内，像他们一样骑着电动自行车离校的学
生不下10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澄迈县昆仑学校见到的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今年初，我省发布致家长的一封交通安全公开信，重申16周岁以下青少
年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各市县交警部门还就此开展一系列整治行动，查处了一批违规的学生
并通报学校。

但连日来，记者在澄迈、儋州、白沙、琼海等地乡镇（居）部分中学走访发现，不少未满16周岁的
学生不仅骑着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有的还不戴头盔、违规载人，更有甚者驾车横冲直撞，把飙车当成
儿戏。

未满16周岁、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超速飙车……

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没法管？

■ 朱衡明

有的不戴头盔，有的违规载人，有
的横冲直撞，甚至跑上高速公路，当起
了“飞车侠”……媒体报道，部分乡镇学
校不满16周岁的学生骑电动自行车上
下学问题较为突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亟须治理。

学生违规骑电动自行车乱象，折射
的不仅是法律意识淡薄，还有安全意识
缺乏，其根源则是安全教育责任落实不
到位。与很多领域的安全问题一样，治
理学生违规骑电动自行车面临点多、线
长、面广的现实，因此，需要家庭、学校、
交警部门积极对待、紧密配合。换言
之，少了哪一方深度参与，或者哪一个
环节“掉链子”，都难以形成合力，构建
严密紧实的安全链条。

家庭、学校、交警部门携手合作，难
不在一时，难在保持常态。通过开展一

两次集中整治，当时效果确实也挺好，
但往往难免“风过又回头”。因此，相关
方面需要努力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机制，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整合起来，将
呵护安全的触角延伸得更远。新闻报
道中介绍了一些学校的治理经验，值得
学生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现象较为突出
的学校学习借鉴。

还需要看到的是，乡镇学校学生违规
骑电动自行车的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
为家长出外打工无暇照顾，且当地又缺少
公共交通工具，上下学十分不便。对于这
样的情况，相关方面需要进行调研，掌握
实际情况，并想办法解决学生的出行难
题。比如，把现有的农村公交线路班次加
密，或者开通乡村校车。近年来，有的地
方将为乡村学校配备校车纳入财政预算
予以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生安全紧连着家庭幸福，必须直
面，必须重视，必须解决。治理学生违规
骑电动自行车问题，检验的是相关方面的
责任意识和治理能力。真正重视，多方协
作，多措并举，知难而进，相信终会找到破
解难题，呵护学生们出行安全的好办法。

知难而进总会有办法

《海南省中小学生生命安全
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力求通过强化家长、公安交
警、学校的联动治理能力，杜绝
不满 16周岁未成年人骑电动自
行车往返学校现象。在部分学
校，相关举措确实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例如，儋州市雅星中学跟当地
公安交管部门形成了治理合力，于
今年在进出学校的乡道上架设了
电子监控摄像头。一旦发现有学
生骑电动自行车，派出所民警会将
监控画面传回学校，由学校找到该
学生，然后通知家长和村委会工作
人员前来共同处理。

“这么做的效果非常好，现在
很难发现我校初中生骑电动自行
车上路。”雅星中学副校长符汉延
称，一旦发现该校初中生骑电动自
行车往返校，不仅家长要接受批评
和处罚，学生同样要写检讨，另外，

学生所在村委会也需要做出相应
的担保承诺。

符汉延说，一旦发现学生骑电
动自行车，不仅学生、家长要接受
相应的处罚，村委会也会对家长进
行批评教育。这种“家、警、校”联
合治理机制的持续运行，可让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我看来，仅依靠交警或者
学校，初中生骑电动自行车的相
关问题难以得到根治。”琼海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队长陈德斌认
为，除了交警部门要加大查处力
度、学校要加大交通安全宣传
外，家长也需要加强对未成年子
女的管教。

陈德斌称，他们在日常执法查
处过程中同样发现，骑电动自行车
往返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留守
家庭子女。经济实力允许的市县
可开通专线公交车、对有条件的乡
镇学校实施封闭式管理等，以解决

留守家庭学生往返学校难题，避免
出现骑车乱象。

以东方市为例，为解决偏远
乡村学生往返学校交通不便，从
2016年 3月开始，东方每年投入
500多万元委托海汽东方分公司
在每周五、周日和节假日，为该市
八所城区9所中学学生提供免费
接送服务。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则要求乡镇公交班车在县城中学
定时定点接驳，为乡村学生提供
便利。

省教育厅学校安全工作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联合省交
警总队等部门加大相关政策落实
力度，指导相关学校通过召开家
长会、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
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学生家长体验
执法等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力
求杜绝初中生骑电动自行车往返
学校现象。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今年1月下旬，各市县开展一
系列相关整治行动。3月底，《海
南省公安机关2021年全省中小学
生交通安全防护工程方案》出台，
明确要求，各市县公安、教育及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每月要联合开展
2次集中行动，重点查处学生驾驶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违法行
为。7月出台的《海南省中小学生
生命安全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工
程实施方案》中也作出同样要求。

重拳之下，海南乡镇（居）中学
为何依然存在上述乱象？记者就
此采访了部分学校及当地公安交
管部门。

“我们每周一都会开展安全教
育，明确要求家长别让孩子骑电动
自行车往返校，但想完全杜绝这一
现象并不容易。”澄迈西达初级中
学校长王绥亚称，该校580名初中
生中，寄宿的学生有240多名，另
外300多名走读的学生中，要么家
离学校1公里左右，要么在学校附
近租房居住。

王绥亚表示，这些走读生中，
大部分家长会骑电动自行车、开车
接送孩子，或者让学生步行上下
学。但一些安全意识淡薄的家长，
为图方便，会放任孩子骑电动自行
车往返校。另外，部分外出打工的

父母无法接送孩子，又疏于管教，只
能放任孩子骑电动自行车往返校。

“学生在校外骑电动自行车，
我们很难管理。”白沙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称，尽
管该县所有乡镇中学每周都会通
过广播强调禁止学生骑电动自行
车往返校，但依旧有不少学生违规
骑车。当地派出所民警及协管人
员也不敢在路上进行拦截，因为骑
车的学生一旦发现有人拦截，就会
加快车速，容易导致事故发生。此
外，由于乡镇警力有限，也无法做
到每天都派警力到乡镇中学门口
驻守。

10多名初中生陆续骑上电动
自行车，往家的方向驶去……近
日，同样是放学时分，在距离昆仑
学校10公里外的澄迈西达初级中
学门前，类似的现象也在上演。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12月14
日至17日，记者在放学时间分别走
访了儋州东成中学、白沙邦溪初级
中学以及琼海东太学校、长坡中学，

发现上述各校均存在未满16周岁
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乱象。其中，
不少学生在未戴头盔的情况下飙
车，十分危险。

12月16日17时许，不少初中
生走出琼海东太学校大门后，便骑
上停放在学校围墙边的电动自行
车回家。12月17日，下午的放学
时间，记者在琼海长坡中学附近走

访时发现，还有学生骑着电动自行
车在长坡镇上高速行驶。

同时，记者发现，离长坡中学
门口不到20米远的商铺前，停放
着不少学生们的电动自行车。尽
管放学后该校校门口有当地派出
所协管人员、学校教师在维持交通
秩序，但学生离校时依然无所顾忌
地骑着电动自行车离开。

中学生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屡禁不止

交管部门和学校坦言治理难管理难

“家警校”联手治理有办法

灯笼椒

12月16日17时许，一名初中生单手骑着电动车载人从琼海东太学校门口经
过。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哪些作品能脱颖而
出？关注三亚日报微信公
众号参与第二阶段三亚城
市元素优秀设计方案的投
票，即可参与抽奖，并有机
会赢取现金红包。（投票时
间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
2022年1月5日）

本次投票结束后，主
办方将于1月中上旬召开
专家评审会，最终评审结
果以本次公众网络投票与
专家评审结果相结合的形
式，综合评选出获奖名次。

右为部分公众组作品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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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过三亚市人民政府、市委宣传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的三亚城市元素设计方案
国际征集活动已完成方案初评，来自国内规划、建
筑、景观及艺术设计领域的专家，经过认真分析讨
论和多轮投票评选，遴选出了20个公众组及10个
专业组优秀入围作品。12月30日起，活动进入第
二阶段三亚城市元素优秀设计方案的投票环节。

座椅花箱、标识标牌、城市雕塑、滨海环境
……在此次入围的优秀作品中，每一个元素的选
择都注入了设计者对三亚的情感和思考，每一个
作品的创作都是“最三亚”的体现。

据悉，以“最三亚”为主题的三亚城市元素国
际征集活动于2021年10月25日启动，活动分为
寻找“最三亚”城市符号公众征集和“艺心绘鹿
城”中小学绘画大赛、三亚城市元素设计方案国
际征集两个阶段。为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参与活
动，主办方投放了10万元微信红包，用于第一阶
段“最三亚”城市符号的征集、投票，和第二阶段
三亚城市元素优秀设计方案的投票，每位参与者
都有机会抽取不等额现金红包。

现金红包等你拿！

三亚城市元素国际征集进入第二阶段投票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