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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习霁
鸿）海南岛一夜“速冻”，且低温天气持
续多日。这背后是何原因？海南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南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李勋。

“主要是因为这一波冷空气比较
强。”李勋解释说，而这波冷空气实际

上又是极地涡旋的作用。
李勋介绍，极地涡旋是极地高空

冷性大型涡旋系统，是极区大气环流
的组成部分。就北半球而言，北极上
空的极地涡旋通常会将冷空气锁在
极地。但在极地涡旋变弱时，亚热带
气团就会北上，把极地涡旋往外挤，

使其被迫南下，从极地向低纬地带传
输，带来强冷空气，形成大范围的低
温寒冷天气。

另外，“拉尼娜”现象也会与近日
的阴雨天气不无关系。

李勋介绍，2021年12月-2022
年1月，西伯利亚高压偏弱、东亚冬季

风总体偏弱，导致影响海南的冷空气
偏弱，气温偏高。2月以来大气环流呈
现对“拉尼娜”状态的响应特征：西伯
利亚高压偏强、南支槽偏强，东亚冬季
风总体偏强，我国南方地区受气旋式
环流异常控制。也正是这种异常导致
影响海南的冷空气偏强，水汽输送偏

强，出现长时间低温阴雨天气。
省气象台预报，预计23日～24

日，海南岛阴天间多云，东北半部地区
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略有回升，最低
气温变化不大。25日夜间到3月1日
白天，本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
回升。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分析近日低温原因

冷空气受极地涡旋作用形成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
者马珂 通讯员王琳）近两日，
海南气温骤降，寒风伴雨。海
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省人
民医院急诊科日常接诊患者人
流量较平日明显升高，省人民
医院欧阳艳红主任医师接受采
访时提醒大众要注意防寒御
寒，并支招大家应对冬春寒冷
天气下常见疾病的救治方式。

欧阳艳红表示，低气温情
况下，冷空气对呼吸道的物理
刺激，以及寒冷的外界环境使
人免疫力下降，易造成呼吸系
统疾病多发。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俗称感冒，为急诊科接诊患
者数量最多的病种。只要注意
休息、防寒保暖，大多数患者都
能逐渐康复，病程一般不超过
一周。

欧阳艳红提醒，既往有慢
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例如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等患者，在
寒冷情况下易出现原基础疾
病的急性加重，患者多以咳
嗽、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就
诊，部分患者合并发热、胸闷
这些非典型症状，病情较轻的
患者需到门诊就诊，加强常规
呼吸道吸入制剂的用药方案
便可缓解；病情稍重些的患者
需加用口服药物控制病情，视
情况加用抗生素治疗；而病情
严重、合并严重感染的患者需
遵医嘱住院治疗。因此，呼吸
道基础疾病患者，寒冷天气时
应注意防寒，适当锻炼增强免
疫力，减少冷空气对身体的侵
袭，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另外，气温寒冷时，人体中
血管发生收缩，故原心脑血管
疾病患者极易在气温骤降时，
使原本已较差的血管条件进一
步恶化，因此，心脑血管疾病也
成为冬季常见发病的病种。心
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脑梗
死等疾病在冬春季节发病率明
显升高，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的“三高”患者、
高危人群，更应提高警惕，冬春
季节应戒烟、限酒、防寒，更加
关注血压、血糖、血脂等各项指
标的控制情况。

若出现胸闷、难以缓解的
胸痛症状，应警惕心绞痛的发
生，就近完善基础的心电图检
查，若考虑为心肌缺血，应积极
门诊随诊，以免病情加重，若考
虑为不稳定型心绞痛、心肌梗
死等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应
立即转至有紧急心导管诊疗的
医疗机构就医，切勿延误病情
错过救治时机。

欧阳艳红提醒，若出现口
角歪斜、单侧肢体乏力或麻木、
口齿不清或不能言语等急性脑
卒中的表现，应立即就近就医，
排查急性脑卒中，医疗机构会
根据具体情况，按绿色通道优
先诊治，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
发病后就医及时的话，有机会
行静脉溶栓治疗，必要时行脑
血管介入诊疗。若病情诊断为
脑出血，则可根据情况尽早处
理，必要时通过绿色通道行手
术治疗。因此出现急性脑卒中
的表现后，应立即就诊，不要存
侥幸心理，而错过黄金救治时
间，早医治、早康复。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陈蔚林

近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多地
气温骤降，各地各校、幼儿园不仅提前
通知学生增添衣被，还采取了多项暖
心措施，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在幼儿
返园前向家长们发出御寒提示，提醒家
长们为幼儿备好棉衣、厚被子、保温杯等
御寒物品。为应对此次低温天气，该幼
儿园还将幼儿的早操由室外改至室内进
行，并安排保育员、保健医生加强巡视，
关注幼儿戴口罩、踢被子等情况。

天气寒冷，如何让学生吃上既“暖
胃”又“暖心”的饭菜？海口市秀英区
长滨小学对配餐、送餐、分餐过程加强
管理，确保学生们吃上热腾腾的饭
菜。同时，该校对菜谱也进行了调整，
除了注重荤素搭配之外，还适当增加
了热量稍高的食物，帮助学生补充能
量、抵御寒冷。

海口市秀英区康安学校将体育课调
整为户外与室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室内体育课以热身操和理论课为主，户
外体育课则在体育馆等场地进行。

海南高等院校和普通高中有学生

住校。这些学校也进一步采取措施，
确保住校学生平稳度过低温天气。海
南华侨中学提示家长为学生送来衣物
和被褥，并安排教师到宿舍走访探望，
及时回应学生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海
口附属学校打开学生宿舍空调的制暖
功能，确保学生温暖过夜。

刚刚开学的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学
院为学生准备了姜汤、红茶、棉被等物
资，并在返校报到处为学生提供雨衣、
雨伞等工具，让学生在寒冷雨天感受到

“回家”的温暖。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海南各校确保学生平稳度过低温天气

海口防寒衣物销售火爆
本报海口2月 22日讯 （记者刘

梦晓 实习生张梦真）“这两天羽绒
服太畅销了，大家进来试衣服，合适
了都会交钱直接穿走。”2 月 22 日，
海口某品牌服装店内，销售员李唯
说起店里这两天羽绒服的销售情况
时感叹。

连日来的降温降雨，让不少椰
城市民感受到了寒冷的力量。“体感
的寒冷，不是硬抗就能扛得过去
的。往年到了2月底，气温都已经很

暖和。可没想到这次降温降幅这么
大，网购来不及，就赶紧到实体店买
了件羽绒服穿上。”市民张女士说。

李唯介绍，降温以来，店里的羽
绒服销量，就有了大幅增加。让他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客人一次性购
买了 50 多件同款式的羽绒服。李
唯打听才得知，这是客人所在的公
司要按计划开展团建，因为天气实
在太冷，要给员工统一采购羽绒
服。

除了衣服保暖之外，电热毯、床
上用品等御寒之物，也成了市民们
对抗寒冷的“利器”。

在海口某连锁超市里，市民纷
纷选购电热毯。超市工作人员表
示，由于这几天降温，超市的电热毯
快卖断货了，市民需求量很大。

此外，棉被、暖手包等御寒用品
也十分畅销。“我们的棉被优惠力度
大，加上天气寒冷，所以前来购买的
人也多。”上述超市负责人介绍。

医生提醒需预防“寒”病

万宁严禁市民游客
违规进入无人海岛旅游
违者依法处理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近日，万宁市政府再次
呼吁涉旅经营主体和广大市民游客，要爱护海洋
环境，不要违规虚假宣传，不要违规进入大洲岛等
无人海岛旅游保护区开展非法旅游活动，违者依
法处理。

万宁绵长的海岸线周边分布着大洲岛、加井
岛、洲仔岛、甘蔗岛和白鞍岛等多个无人海岛，这
些海岛上有较多的海南特有动植物种类和国家级
或省级保护动植物，具有较高的海岛生态价值。
但海岛上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被破坏将难以
恢复。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近几年，万宁相关
管理部门加大对非法登岛旅游活动的打击力度，
使得大洲岛等无人海岛附近海域人为活动减少，
滥采燕窝、砍伐毁林等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和金丝
燕栖息环境的行为得到制止，岛屿与海洋生态环
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根据《万宁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登陆无居民
海岛进行非法旅游的通知》规定：任何船舶未经批
准，禁止运载人员非法登陆大洲岛、洲仔岛、甘蔗
岛、白鞍岛等海岛；任何人员未经批准，禁止在大
洲岛、洲仔岛、甘蔗岛、白鞍岛等海岛及周边海域
进行潜水、钓鱼、游泳、露营等非法旅游活动；对违
反通告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罚款、没
收船只和行政拘留，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

洋浦推出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业务

手机申领 精确发放
本报洋浦2月22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灵军 通讯员张裕佳）近日，洋浦经济开发区
白沙社区居民陈英教老人通过家人的手机，登录
微信“洋浦码上办”小程序后，顺利办理了高龄补
贴申请。目前，洋浦符合发放高龄长寿补贴的对
象为1352人。

据了解，洋浦领取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分为3
个年龄段：80至89岁老人每月可领取300元；90
至99岁老人每月可领取450元；100岁及以上老
人每月可领取1100元。以往洋浦区内的高龄老
人想要申领高龄长寿补贴，手续较为繁琐，办理不
方便。今年1月，洋浦正式上线高龄长寿老人补
贴快办业务，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老人可
以通过家人的手机下载“海易办”APP，或用微信、
支付宝搜索登录小程序“洋浦码上办”就可申领。
有了这项业务，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长寿老人足
不出户就可申领高龄补贴，十分方便。

据洋浦社会发展局工作人员符诗洁介绍，推
出高龄长寿老人补贴快办业务后，首次申领的老
人不用再走线下的流程办理，通过线上申领后，每
个月进行校验核对也非常方便，有效提高老年人
补助发放的精确率。

近日，海口迎来持续低温天气，海口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分赴各个蔬菜种植基地，在田间地头指导群众开展防寒害
保生产工作，预防和降低不利天气对冬季瓜菜造成的影响。2月22日，在海口市龙华区苍东常年蔬菜生产基地，海口市
农民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和蔬菜种植户交流。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月21日，海口秀英区在辖区“三港一站”、火山口公园等6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开展“姜茶暖人心”活动，为往返旅客、防
疫一线工作人员和市民赠送热姜茶，将温暖和关怀传递。

据统计，秀英区的“姜茶暖人心”活动为“三港一站”防疫
一线工作人员赠送了40台暖风机，为“三港一站”12个点位
送生姜红糖水两趟，合计约24桶。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柴文娅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三亚开通
定制专线和专用校车线路
保障学生出行便利

本报三亚2月22日电（记者徐慧玲）2月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公交集团获悉，近期三亚
各中小学迎来开学季，为满足学生乘坐公交车出
行需求，三亚公交集团采取加密常规路线发班班
次、开通专线、强化疫情防控等措施，全力为学生
通勤提供便利。

三亚公交集团对2路、3路、4路、7路等12条
常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通过增加相关线路
车辆的投入，加密发班班次和缩短发班间隔，保障
学生出行便利。同时，为解决三亚育才生态区、崖
州区等区域的住校学生周五返程出行问题，对13
路、14路、23路、57路和58路等5条常规线路进
行优化，提高公交运力。

根据三亚各中小学学生上下学乘坐公交车的
不同需求，三亚公交集团针对性开通DX1、DX2、
定制1和定制2等12条学生专线，覆盖三亚市第
一中学、荔枝沟中学、三亚技师学院、金鸡岭小学、
回辉小学、桶井小学等24所学校。

另外，三亚实行校企联动，根据学校学生出
行需求量身定制专用校车服务。目前三亚公交
集团已与8所学校达成合作，量身定制开通了
10条学生专用校车线路，共配置学生专用校车
19辆。

据介绍，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车辆发车
前，三亚公交集团对每辆车都进行安全检查，每
趟车都消毒通风，座椅、扶手、拉手环等与学生
密切接触的区域更是细致检查、消毒，不留死
角。在学生上车前对学生进行体温测试等防疫
举措，车上还配备一次性医用口罩和手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以备学生不时之需，全力保障学生
乘车安全。

第十四届宋庆龄幼儿教育奖评选结果出炉

海南7位教师获奖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近日，

由中国福利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十四届宋
庆龄幼儿教育奖评选结果出炉，海南有7位教师
获得相关奖项。

海南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副园长李琴获得
宋庆龄幼儿教育荣誉奖，白沙黎族自治县幼儿园业
务副园长蔡妙、琼台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年级组长
周文桂获宋庆龄幼儿教育奖，儋州市第一幼儿园园
长曾江霞、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园长黄少霞、澄迈县
金江中心幼儿园业务副园长王飞娇、五指山市南圣
中心幼儿园教师赵欣获宋庆龄幼儿教育奖提名奖，
海南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获优秀组织奖。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邓晓龙

2月 22日上午，气温显示洋浦经
济开发区的室外温度为9℃，华能洋
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工地似乎
更冷一些。“这段时间气温低，又下雨，
对施工带来不小影响。”华能洋浦热电
有限公司安质部主任李日胜说，为了
抢工期，春节至今项目不停工，大部分
工人留守工地，目前一线工人达到
1140人。

在洋浦航运大厦项目工地，已经
封顶的1号楼正在进行室内隔墙施工
及装修。“项目2月16日复工，到今天
返岗的工人已达80%，再过几天所有
工人返岗，能达到满产。”航运大厦项
目部经理张丹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整个项目正按照施工节点稳步推进，
将在明年4月竣工交付使用。

在洋浦产城融合安居工程（一期）
一标段项目工地，不少工人在6号楼第
七层绑扎钢筋、钉模板。“明天中午开
始浇筑混凝土。”中建第六工程局有限

公司洋浦项目经理万智伟说。
据洋浦经济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春节期间，华能热电、年产百万吨
乙烯项目、产城融合安居工程（一期）
等重点项目不停工，春节假期结束后，
洋浦东部生活区基础配套路网一期横
十三路、中心大道、环新英湾大道、洋
浦保利国际贸易中心、洋浦安居房等
项目陆续复工。截至目前，洋浦42个
重点项目抓紧施工，抢抓虎年“开门
红”。

（本报洋浦2月22日电）

洋浦42个重点项目战低温抢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