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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海报集团

热线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3月20日晚8时，海口市美兰区
东和横路旁出行便道上，一辆工程车
因负载过重，车轮陷入其中动弹不
得，导致该路段被堵近1小时，附近倚
能美林湾小区千余名居民出行道路
被阻断。直至当晚9时许，项目施工
方让车辆绕行施工路面才恢复交通。

“家门口修建道路，我们是大力
支持的，但是附近的两家施工单位应
该沟通协调好，充分考虑周边居民的
出行问题。”倚能美林湾小区业主刘
先生称，当晚工程车陷入其中的便道
是小区目前唯一出行道路，原本只允
许小型私家车通行。

道路封闭施工
居民出行不便

记者了解到，倚能美林湾小区开
发建设早，仅有的出行道路东和横路
并不宽，且排水设施落后。随着江东
新区建设步伐加速，倚能美林湾小区
旁边的新琼雅苑小区已建成，附近另
外一个安置小区也在建设中。因此，
东和横路改扩建工作势在必行。

2021年底，东和横路改扩建项
目启动，但糟心的事来了。东和横路
原本是倚能美林湾小区居民唯一出
行的道路，为方便施工和居民出行，
项目施工方在大型设备进场施工封
闭道路前，在道路北侧建了一条与之
平行的砂石出行便道，暂时代替东和
横路供居民出行。项目施工方将道
路封闭后，导致道路北侧江东新区安
置房6#地块项目南门前的通道成了
断头路，进出该项目南门的工程车辆

不得不“借”便道出行。
3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条出行便道宽约6米，砂石
路面下方路基并未构筑水稳层，道路
旁边还立有两三根电线杆。道路中
间已经出现一道长长的车轮坑，小型
私家车很难通行。东和横路项目施
工方一名工人称，长长的车轮坑就是
被工程车碾压出来的。

工程车通行问题
施工方各执一词

东和横路项目施工单位中商联
合泰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一名负责
人称，这条出行便道属于临时使用性
质，建设之初考虑到江东新区安置房
6#地块项目在琼州大道一侧有两个
进出口，所以未按照承载重型工程车
要求建设。这条便道仅能满足小型
私家车出行，如果遭到重型工程车碾
压，路面必然会坑坑洼洼，导致小型
私家车难以通行。

既然道路无法承载重型工程车，
为何江东新区安置房6#地块项目工
程车辆要从这条便道上通行？“目前，
我们项目还未封顶，且项目施工场内
未能形成环形避车通道，运送砂石材
料的工程车只能从便道通行。”江东
新区安置房6#地块项目施工单位中
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的一名
工作人员称。

为了确保出行便道不被碾压损
坏，东和横路项目施工方曾试图阻止
江东新区安置房6#地块项目工程车
驶入。为此，两边项目施工人员没少
发生争执。

一条出行便道的建设使用及维

护，事关附近小区居民的日常出行，
为何两个项目施工方未在开工建设
前就做好相应解决方案？对此，两个
项目施工方各执一词，均称己方并无
过错，是对方施工方案不当导致。

为了解决倚能美林湾小区居民出
行难题，东和横路项目施工方已在3月
20日晚暂时拆除部分施工栅栏，让小
区居民从原来的东和横路路面通行。

业主方召开协调会
要求5天内修复路面

据了解，东和横路项目建设单

位（业主单位）为海口江东新区基
础建设有限公司，江东新区 6#地
块项目建设单位为江东新区第壹
置业有限公司。前者属于海口江
东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开发）子公司，后者属于江开
发和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合资子
公司。

为了避免两家施工单位因出行
便道发生争执，影响周边居民出行，3
月21日，应江东新区管理局要求，江
开发召集海口江东新区基础建设有
限公司及两项目施工方召开协调会，
要求江东新区安置房6#地块项目施

工方对已损坏的出行便道修复，限期
5天内完成。修复开放后，由江东新
区安置房6#地块项目负责该便道安
全维护，保障居民车辆及工程车安全
通行。

“这两个项目至少要到年底才
能完工，希望项目双方沟通协调好，
保证我们的正常出行需求。”刘先生
称，他相信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
出行便道很快就能恢复通行，但是
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避免大
卡车损坏道路、堵塞通道的事情再
次发生。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

施工单位未做好预案，导致海口东和横路附近小区唯一出行路又破又堵

便道“不便”居民出行难

供居民出行的便道，被工程车碾压之后，小型私家车已无法通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曾
丽芹）近日，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特色
音乐文化教研共同体”团队编撰出版
了海南省高中音乐校本教材《黎歌·
乐海》。这是海南黎族音乐文化首次
以教材形式走进高中音乐课堂。

黎族音乐是海南最具代表性的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一，但随着时代

的快速发展，大量原本口耳相传的黎
族民歌已经失传。在此背景下，海南
师范大学教授张睿领衔“海南特色音
乐文化教研共同体”团队，依托2020
年海南省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普通高
中黎族音乐文化课程的开发与教学
实践研究》，不断进行田野采风、教学
研讨及教学试验，努力将黎族音乐融

入海南高中学校的音乐教育，最终编
撰出版了《黎歌·乐海》。

这部校本教材具有浓郁的地域音
乐特质，精选传统及现代创作的黎族
音乐典范作为海南普通高中地方音乐
课程的校本教学资源，通过鉴赏、演
唱、演奏等多种形式，让海南高中生深
入了解黎族音乐文化的璀璨。

目前，《黎歌·乐海》已在海南省
农垦中学、海口市第一中学等11所
海南高中进行教学实验，6所中学将
其列为校本课程。张睿表示，希望将
此课程推广至全省高中，让更多高中
学生了解和热爱黎族音乐文化，为加
强民族教育、民族团结以及民族文化
交流作出贡献。

海师团队出版校本教材《黎歌·乐海》

黎族音乐走进高中课堂
东方首个“5G+
智慧教育”项目投用

本报讯 （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方宇杰 通讯员文东雅）近日，在
东方市琼西中学5G+VR互动体验
馆，老师正通过使用5G+VR设备给
学生上课。VR全景教学技术使学
生处于相对真实的体验环境，进行
沉浸式的学习。据悉，这是东方首
个投入使用的“5G+智慧教育”项
目。

据了解，“5G+智慧教育”项目
通过打造 5G+VR沉浸式教学、5G
互动课堂、线上红色教育展馆等 3
大应用模块，营造新型沉浸式互动
教学环境，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

“这能让我们身临其境，增加学
习的乐趣。”该校学生张晓涵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东方琼
西中学5G+VR互动体验馆通过5G
网络，直接与VR教学系统的云端相
连，将图片、视频等大量数据快速传
送到VR头盔上，增加了图像、视频
的清晰度，使学生在沉浸式的体验
中充分了解掌握教学要点，实现高
质量的教学效果。

同时，该校基于学校校史馆等
实体展馆资源，开发线上红色教育
展馆，形成红色及党建特色资源库，
不断深化红色文化的内涵，让学生
接受红色教育。

“双减”在行动

昌江王下乡中心学校开设黎锦织锦技艺传承特色课程

非遗技艺点亮校园生活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3月22日下午5时，下课铃声一
响，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中心学校
六年级学生纷纷奔往课后学堂，学习
黎锦织锦技艺。

2021年11月，在“双减”大背景
下，王下乡中心学校开设黎锦织锦技

艺传承特色课程，聘请3位专业老
师，针对六年级学生进行教学。

在课堂里，海南日报记者注意
到，织布机整齐排列，学生们全神贯
注，打纬刀、挑花刀等工具在手中运
用自如。“注意提中线，过线要干净。”
织锦老师王育正在手把手指导学生
织锦。去年11月，他从白沙润妹黎
锦手工坊专业合作社被学校邀请担
任织锦老师。身穿黎锦筒裙的70岁
阿婆韩拜南席地而坐，用最传统的腰
织机给学生演示织锦。她也是课堂上

年纪最大的织锦老师。
很少人知道，开设这门课程实属

不易。2021年5月，王下乡中心学校
校长钟诚刚到任，发现校园里偶有学
生穿着漂亮的黎锦服饰上学，这让他
产生了开设黎锦织锦课程的想法。

“王下乡中心学校几乎都是黎族学
生，希望打造一门黎族文化特色的课
程。”钟诚说。

缺经费、缺师资，是课程开班前
面临的两大难题。“在县教育局、县
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申请到乡

村学校少年宫资金，购买了开班所
需要的器具。”钟诚介绍，在师资方
面，除了外聘，学校就地寻找技艺精
湛的织锦手艺人，进行课堂演示。

“会织黎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
想一直学下去，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下去。”学生吉春玉说。

看着学生们饱满的热情，钟诚有
了新想法：“我们计划在学校打造非物
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增强学生传承传
统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本报石碌3月22日电）

海口火山口绿色长廊
改造拓宽项目预计月底完工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
者陈创淼 通讯员崔梅丽）海南日报记者3月22
日从海口市秀英区相关部门获悉，海口火山口绿
色长廊改造拓宽项目预计3月底完工。通车后，
火山口大道由原来的2车道变为4车道，进一步
完善城区交通路网，大大缓解绕城高速连接西海
岸片区重要干道的交通压力。

3月22日上午，在该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
到摊铺机与压路机正相互配合，铺设粗粒底沥
青。“我们一共安排了4台压路机、2台摊铺机和2
台胶轮压路机同步进行作业，目前沥青工程的封
油层已完成，3月25日可完成划线工作。”该项目
副总工郑方建介绍道。

“目前项目进展总体完成93%，绿化工程方
面进度为90%。照明工程方面，预计3月28日完
成路灯安装，整体道路预计3月底通车。”该项目
总负责人李林介绍。

据悉，火山口大道是承接海口绕城高速火山
口互通北侧匝道与椰海大道相交的核心城市次干
路，是通往我省重点旅游景区火山口公园及西海岸
片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海口秀英区以开展能力提
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为契机，启动该拓宽项目建设，旨在提升人民群
众交通出行的便利性，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率。

万宁市体育广场项目
预计7月底完工

本报万城3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梁
振玮 韩逍遥）“我天天都在体育场周边新修的道路
遛弯儿，就盼着体育场早日建成开放。”3月22日，从
内蒙古到万宁居住的“候鸟”老人贾振荣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体育场
已经完工，体育馆总体进度完成88%，已经进入冲
刺阶段，预计今年7月底全部施工完成。

据了解，万宁市体育广场项目总占地734亩，
计划投资约14.46亿元。项目包括文化广场、体
育广场、东山河防洪排涝整治工程（体育广场段）
以及三条配套市政路——广场东路、广场北路、广
场路共6个子项目。其中，体育广场包括体育场、
室外运动场、体育馆和游泳馆，体育场建成后将成
为中型乙级体育场，能容纳约2.5万人，今后将成
为万宁市民休闲、娱乐、文体活动的中心。

据了解，目前，体育馆的海螺造型已经呈现出
来，工人们正在室内施工。体育馆地下室、主体结
构、钢结构已完工，金属屋面、幕墙等外装修已完
成95%，室内机电安装已完成90%，室内装饰装
修完成60%。

三亚多部门联合执法
打击非法潜水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三亚多部门联合
开展非法潜水整治行动，查处三亚角海域（情人湾
一带）非法潜水乱象，查扣10套非法潜水装备，6
名涉嫌非法潜水教练员被带走配合调查。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据了解，三亚角海域（情人湾一带）非法潜水
问题时常反复，影响着游客的人身安全和三亚的旅
游形象。因非法潜水易移动、易逃脱、无固定地点
等特点，执法行动存在较大难度。为了确保此次联
合执法成效，执法人员经过前期摸排，利用明察暗
访和无人机巡查，掌握了非法潜水活动的规律。

3月17日，在三亚旅游市场和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下，三亚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与市旅游警察、海事、交通、旅文5部门共计
出动34名执法人员共同行动，对三亚角附近海域
非法潜水进行突袭查处。行动组派出3艘快艇和3
艘摩托艇，兵分两路进行执法，快艇在三亚角外布
控，堵截逃跑的船只。摩托艇将十多名执法人员送
到岸上，从岸上布控截断陆地逃跑的路线。

经过近两小时的行动，现场共查扣非法潜水
装备10套，6名涉嫌非法潜水教练员被带回调
查。参与潜水的15名游客配合执法人员做了笔
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枫木苦瓜春收忙

收购商在大葵村收购商在大葵村将苦瓜整齐摆在货车上将苦瓜整齐摆在货车上。。

每年春季，是屯昌县枫木苦瓜收
获的季节。种植户每天早起采收苦
瓜，下午管理瓜棚。

据了解，今年枫木镇有大葵、山
头、市坡、石岭坡、岭仔、南吕居等6个
村（居）共700余户农户参与苦瓜种
植，种植面积 2300 亩，预计产量达
6900吨。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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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支持医疗机构
开展数字疗法临床研究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
菲）3月22日，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科教工作会
议在海口召开。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省卫
健委将推动建立真实世界医院联盟及数据信息共
享平台，加快临床数据向科研数据转化，缩短国外
药械产品在国内申报上市进程。支持医疗机构开
展数字疗法临床研究，助力产业发展。

据悉，2022年省卫健委将坚决防范化解风
险，守牢安全底线。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
室生物安全日常管理工作。

以满足基层医疗机构需求为目标，制定农村
订单定向全科医生管理办法，延长服务年限，增加
培养规模，强化定向生就业安置和履约管理。

支持海南医学院打造院校一体、面向全省医
疗卫生机构开放的科研平台，构筑产学研融通创
新、基础研究支撑临床诊疗技术创新的先进医药
研究创新科研平台，为医学研究和重大新药创制
等成果转化提供平台支撑。

积极推进真实世界和数字疗法研究。充分发
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特许进
口药械、患者带药离园、真实世界研究等政策优
势，推动建立真实世界医院联盟及数据信息共享
平台，加快临床数据向科研数据转化，缩短国外药
械产品在国内申报上市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