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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关注植树节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海报集团

热线

个别公园难觅座椅踪影

海口滨江西带状公园紧贴着南
渡江而建，公园利用南渡江堤建设了
一条绵延数公里长的休闲步道，自
2017年建成以来，成为周边市民休
闲锻炼首选之地。

海南日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
该公园内的休闲步道上，除了为数不
多的几处凉亭可供市民坐下休憩之
外，数公里长的步道边，很难找到座
椅。例如，在滨江天桥至流水坡天桥
段，近2公里长的休闲步道上，仅有
两座凉亭内设简易的凳子供市民歇
脚。“休闲座椅太少，让公园功能打了
折扣。”市民陈浚余说。

不仅是海口滨江西带状公园，在
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内，座椅数
量同样不多。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
湿地公园，休闲步道纵横交错。周末
节假日，公园内人山人海。同样美中
不足的是，除了沿河一侧设置为数不
多的简易凳子外，公园内同样难觅座
椅。由于设置的休闲座椅不多，每到
周末，市民只好坐在公园草坪上。

部分公园座椅舒适性差

相比之下，有的公园虽然座椅数

量不少，但样式较为单一，坐着并不
舒服。比如，海口市人民公园和白沙
门公园，每天都要迎来大批市民游
客，虽然公园内设置了大量座椅，坐
的人却不多。

与其他公园相比，海甸溪北岸带
状公园座椅受到市民欢迎。该公园
的座椅并未采用水泥钢筋、大理石等
材料，而是采用了铝合金和防腐木等
材料建设。贴身的凳面和靠背用防

腐木，支撑座椅脚则用铝合金，既坚
固耐用，坐着也舒服。

“既然是供人休闲的座椅，除了
美观经济耐用之外，选择和使用时也
应考虑其舒适度。”72岁的海口市民
王于光称，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
对生活品质追求也越来越高了，公共
设施建设应该适应市民的需求。“比
如增加更多有靠背的座椅，甚至推出
一些创意座椅，不仅方便市民休憩，

也能让城市风景线更加靓丽。”

已着手谋划推动改造升级

海口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让市民能够在城市里“坐下来”，
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提升公共场所及
公园座椅的重要性，并已着手谋划推
动海口公共场所座椅改造升级事宜，
让市民有地方坐、愿意坐、乐意坐。

“公共场所和公园座椅建设，应
该接地气，才能让公园功能性得到
充分发挥。”作为一名园林景观设计
方面的专家，海南圣合景观设计有
限公司董事长周兴敏建议，海口公
共场所及公园座椅改造建设前期，
除了结合居民意见实施改造建设
外，还可以建设一批有创意性的座
椅，提高公园美感。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刚
称，一把小小的公共座椅，既撬动了
城市新空间活力、魅力，也塑造出城
市温情表情。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
加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将会越来越
高，这也要求城市管理越来越精细
化。“作为省会城市，海口有必要学习
上海等地的经验做法，在细微处让居
民感受城市温情温度。”刘刚说。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可以坐下的城市”，更显温情
海口市民：盼公共座椅改造升级；相关部门：已着手谋划

海口市教育局：

无关人员及车辆不经允许
不准进入学校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为进一
步做好海口市师生员工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保障
师生员工生命健康，海口市教育局3月13日发布
通知，要求各区各校（园）务必落实校园防疫要求，
严把疫情防控校门关，无关人员及车辆不经允许
一律不准进入学校。

通知明确，各学校需对所有入校人员核验健
康码、行程码、测体温及有关人员的核酸检测报告。

各区各学校需立即排查以下人员：全国涉疫
区域、3月8日—11日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
居史的师生员工（含居住在校园内的非本校教职
员工，不含途经琼中未下车的人员）和其他重点人
员，按要求落实属地指挥部管理。

各区各学校还将加强健康监测。对校园饭堂
等重点场所工作人员加强健康管理，落实学生晨午
晚检制度，密切关注师生健康状况，如有发热等不
适症状时，做好个人防护，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就诊排查，落实“四早”要求。

海口更新调整
核酸检测临时采样点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习霁鸿）为做好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海口于3月12日起在各区设置临
时采样点，为全国涉疫区来返海口人员、3月8日
—11日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居史人员（不含途
经琼中未下车的人员）和其他重点人员提供免费核
酸检测（四天三检）服务。根据工作实际，即日起，海
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对临时
采样点进行更新调整，采样
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 9：
00～11：30，下午3：00～5：
30。请符合要求的人员做好
个人防护，及时前往就近的
采样点进行检测。

G98环岛高速东线段——

神州半岛互通附近涵洞
抢修完工通车

本报万城3月13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潘彤彤）3月13日晚8时，随着双钢轮压路机最后
一声轰鸣，经过7个日夜奋战，G98环岛高速东线
段神州半岛互通附近涵洞垮塌抢修工程顺利完
工，将于3月14日上午8时正式恢复通车。

3月6日，G98环岛高速东线K148+540左
幅（三亚—海口方向）涵洞垮塌导致路面下沉险
情发生后，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全力组织开展
抢修，在相关单位的配合下，海南路桥集团作为
抢修单位整合资源力量，优化抢修方案，先后投
入280多人次，26台机械设备，完成了1100平
方米的路面拆除，2100立方米土方开挖，116立
方米墙身及基础浇筑，10块盖板的异地预制，
120立方米混凝土基层浇筑，1300立方米台背
回填，1100平方米沥青路面的摊铺，顺利完成了
抢修任务。

省教育厅：

坚决防止疫情输入
守护校园一方净土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3月13日上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
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地各校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坚
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守护校园一方净土。

会议要求，各地各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
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坚决防止疫情输入校园。
要全面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学校实行相对封闭管
理，坚持“测体温+健康绿码+行程绿码”准入，引导
师生家长非必要不离开住地、不聚集，加强重点场
所通风消毒，加大重点部位消杀力度，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考务组织、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

各地各校要全面压实“四方责任”，确保疫情
防控领导机制、应急机制、指挥体系高效运行，加
强与卫健、疾控、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联
络，形成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实
战演练和人员培训，优化应急处置流程。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记者易宗平）2022
年海南省制造业专场招聘会将于3月 15日在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举行，现有 44
家企业报名入场，累计提供岗位 2157 个。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 13日从该局获悉的。

此次招聘会上，部分企业将推出一批较
高薪水的岗位。其中，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法务主管、项目经理岗位月薪
最高分别可达 3 万元、1.6 万元，软件开发工
程师、新能源技术工程师等岗位月薪最高可
达 1.2 万元；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运
营、法务主管岗位月薪最高可达 1.5 万元；罗
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化产品经理、人才
与发展经理、软件开发工程师岗位月薪最高
可达1.5万元。

明日我省举行
制造业专场招聘会

文昌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微风中萌发盎然生机

本报文城3月13日电 （记者李
佳飞）春光正好，植树播绿正当时。日
前，文昌市2022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正式启动，干部群众一同栽植新绿，共
同助力美丽文昌、生态文昌建设。

在文昌市东郊镇中山村委会福绵
村植树点，植树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
天景象，大家挥锹铲土、培土踩实、提
桶浇水，栽种下700株椰子树苗，在和
煦的微风中萌发盎然生机。

共青团文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椰子产业在文昌市经济社会发展、
生态保护、旅游观光以及增加农民收
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文昌市
的特色农产品优势产业。文昌市把发
展椰子产业和义务植树活动结合起
来，旨在进一步助推椰子产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保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共绘海南绿色画卷

本报保城3月13日电（记者王
迎春）3月11日上午，以“同绘宝岛绿
色生态画卷，共建中华民族四季花
园”为主题，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气氛热烈，大家把一棵
棵树苗放入挖好的树坑，扶正、填土、
浇水，每道工序环环相扣，忙而不
乱。在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精心呵护
下，眼前原本裸露的地块很快披上绿
色新装，重现生机。

近年来，保亭持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提
升雨林生态功能，全力推进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生
态环境屏障，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地。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海口公园越来越多，不
仅让城市越来越漂亮了，也
让市民多了休闲的好去处。”
3月10日下午，海口市民陈
一辉坐在海甸溪北岸带状公
园内的长椅上，身后是车水
马龙的长堤路，眼前是静静
流淌的海甸溪，很是惬意。

为了让市民能够“坐下
来”，享受城市美好生活，海
口在各个公园也增添了大量
座椅和凳子。但美中不足的
是，个别公园座椅量不足，座
椅量充足的公园，座椅式样
又比较单调，有的坐起来不
舒服。在陈一辉看来，如果
多一些创意性的椅子，不仅
能够体现一座城市的温情，
也能提升市民的获得感，更
能彰显海南自贸港省会城市
建设的一流品质。

■ 本报记者 马珂

浓密的长发在脑后紧紧挽成发
髻，看起来端庄、温和，身上干净整洁
的白大褂彰显了她的身份。她就是海
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
首席专家卢伟英。

2022年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
际，全国妇联授予300人 2021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海南4人上
榜，卢伟英便是其中之一。

对一些患者夫妇来说，不育是难
言之痛。“很多患者走进诊室，话没说
眼睛就红了，有的更是哭得稀里哗

啦，倾泻完苦水才能述说病情。”面
对患者的痛苦，卢伟英总是用心给
他们减压，轻声细语，每一次紧握的
双手和温情的拥抱，传递的不仅仅
是力量更是信心。她说，医病先医
心，让病人敞开心扉，放下包袱，助
孕才有希望。

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卢伟
英尽最大努力减少药占比及耗占比，
整合各方资源，积极与各方面协调沟
通不孕不育诊疗项目纳入医保的问
题，以及吸纳慈善机构来帮助解决困
难人群住院费用。

为了高效看诊，卢伟英每天早上

7点就到医院处理行政事务及做开
诊前准备。有若干次，遇到卵巢早衰
的患者，原本安排在上班时间取卵，
但是检查中发现患者有提前排出卵
子的趋势，为了保住患者的卵子，卢
伟英周末或晚上加班加点给患者做
取卵手术。

生殖中心患者大多来自各市县，
为了让患者减少往返奔波，节省费
用，卢伟英与我省多个市县医院妇产
科或生殖科成立生殖专科联盟及搭
建远程会诊平台，让患者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和大医院同质化的专科医疗
服务。

2021年全年，卢伟英带领团队，
在全省开展各类义诊13次，已有多名
义诊就诊患者传来抱娃喜讯。

二孩政策放开后，高龄及合并
各种复杂问题的不孕不育患者日益
增多，对医疗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2020年8月，针对因宫腔粘连、
顽固性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容受
性差等导致种植反复失败的患者，
卢伟英带领团队不断开拓创新，在
省内创新性开展了富集血小板宫腔
灌注技术，对符合适应症的反复种
植失败患者灌注后临床妊娠率提高
到50%以上。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不孕症发病
率，从2018年开始，卢伟英走入我省
多所中学，为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
设生殖健康科普公益讲座，介绍生殖
健康保护知识及引导正确的婚恋观与
人生观。2021年度共开展6次校园
科普活动，参加学生人数达1670人
次，校园科普的足迹走过了海口、屯
昌、五指山、陵水等多个市县。

“圆不孕家庭的求子梦就是我最
大的快乐与幸福！”这是卢伟英常说的
一句话，也支撑了她33年的努力与坚
守，诠释了医者本色。

（本报海口3月13日讯）

“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首席专家卢伟英：

33年坚守带给患者“生”的希望

本报定城3月13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程守满）海南日报记者
从定安县委宣传部获悉，由国家一级
导演彭芾执导，斯琴高娃、须乾、李梅
可、石天硕、孙铁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的海南本土题材电影《南溟奇缘之爱
情树》将于3月14日白色情人节这天
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该电影是今年

首部在全国院线上映的海南本土题
材影片。

影片采用一古一今的双线叙事
手法，通过讲述富家女欧阳佳佳和草
根男程鹏感情出现问题，两人自驾游
散心，在定安皇坡村因汽车抛锚结识
了乡村女孩王小榕和其祖母王笙，并
借住其家中。王笙了解实情后主动

带两人游览，途中讲述了当地有关爱
情树的传奇故事。

影片取材于史料记载的元朝皇
子图帖睦尔和海南定安姑娘青梅的
爱情故事，以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基
本表现形式，集中展现了丰富的定
安风土元素和如诗如画的海南田园
风光。

据悉，《南溟奇缘之爱情树》是
中国电影“一城一影”“一业一影”海
南入选的作品，也是地方历史文化
电影艺术呈现的代表作品。影片围
绕讲好海南历史人物故事，讲好海
南自贸港故事来开展创作，是对地
方历史题材进行创新呈现的一次有
益探索。

《南溟奇缘之爱情树》今起全国上映

3月12日，在文昌市铺前、锦山镇沿海，30多台巨型大风车在海滨一字排开，吸引不少春游的人们前来观光。随着海
南环岛旅游公路建设的进一步完善，这种清洁能源设备将成为琼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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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甸溪北岸带状公园内，座椅获市民游客点赞。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