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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6号台风“奥鹿”生成
下周我省将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员
云蓓 翁小芳 郭冬艳）据省气象台9月23日消
息，今年第16号台风“奥鹿”已于23日下午在菲
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预计于25日夜间进入南海。
9月26日起，我省将连续受两个热带气旋影响，
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初步预计强降水
将持续到10月2日。

预计25日夜间台风“奥鹿”将进入南海，并
快速向偏西方向移动，26日靠近海南岛南部近
海，26日～28日给海南岛带来强风雨天气；30
日前后，可能有新的热带气旋在南海生成，将
于 10 月 1 日～2 日给我省带来新一轮强降水
过程。

关注新学年 新课标

■ 见习记者 黎鹏

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省全面推
行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小学将
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
点实施入学适应教育。近日，海南日
报记者走访海口多所小学，探访各校
开展的入学适应教育情况。

“上课前我们要怎么做？”“铃声
响，进教室，小嘴巴，闭上它；书本文具
放整齐，静待老师把课上……”9月20
日下午，整齐的诵读声不时从海口市

第九小学一（2）班教室传出，该校教
师谢惠宜带着学生，重温开学第一课
上讲过的新生行为规范。

“在入学适应期之初，我们通过顺
口溜、图片、音乐等多种形式引导孩子
养成正确的行为规范，为孩子日后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谢惠宜告诉记者。

合理安排内容梯度，采取游戏化、
生活化、综合化等方式实施教育教学，
也是一些学校针对入学适应教育采取
的措施。

“这座城堡装的是水里游的动物，

那座装的是地上跑的动物，要按类别
把动物划到相应的城堡，谁的速度快
就算谁赢。”9月21日下午，记者走进
海口市西湖实验学校，在该校一（4）班
教室里，数学课正进行到游戏互动环
节，台上的孩子在游戏里开展激烈比
拼，台下的孩子们则为他们加油鼓劲。

“在幼儿园，孩子主要的活动形式
是游戏。为了做好学段衔接，在一年级
课程设计中，我们鼓励授课教师设计各
种各样的游戏，让课堂充满趣味性，增
强学生对课堂的专注度。”海口市西湖
实验学校一年级级长陈长昌说。

“小朋友，这种花叫什么名字？”
“大家数一数，一朵花有几片花

瓣？”……在海口市龙华小学城南校
区，该校鼓励教师把一年级新生带出
教室，走进田园，让孩子在大自然的气
息中感受小学课堂的魅力。

“我们依托城南校区田园教学基
地，在田园活动中融入识字、算数、画
画等课程，激发一年级新生对学习的
兴趣，帮助他们完成从幼儿园孩子到
小学生的角色转变。”海口市龙华小学
副校长谢杏萍表示，该校要求教师在
开展入学适应教育时，将童趣贯穿于
各个知识点的讲解中，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度过课堂教学时光。

在海口市第九小学德育处主任吴

宁宁看来，一年级新生快速适应小学
课堂既离不开学校的正确引导，也需
要家长在家庭教育中不断推动，“在开
学之前，我们对一年级新生家长进行
了心理辅导，积极了解家长存在的困
惑，并为他们答疑解惑，鼓励他们为孩
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

“学校开展的心理辅导详细介绍
了小学和幼儿园的不同之处，以及幼
小衔接的注意事项。”市民陈军的孩子
在海口市第九小学一年级就读，在他
看来，家长和学校加强沟通联系，能够
缓解家长对孩子“幼升小”的压力和焦
虑，让家长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自我。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我省小学多举措实施一年级新生入学适应教育，推进幼儿向小学生角色顺利切换

幼小衔接巧过渡 寓教于乐助成长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9月23日上午，海口10个中小学
教育集团启动授牌，共有30所学校
加入集团化办学队伍，首批交流人员
共108名，将在本月内全部到岗。

今年，海口市先后出台了《海口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中小学
集团化办学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印
发海口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工作方
案的通知》两个文件，总体目标是，到
2025年，力争培育组建30个教育集
团，全市纳入集团化办学管理的中小
学校占比达到50%。

目前，海口市组建的10个教育
集团均以总校+2所成员校的方式组
建，共有30所学校加入了集团化办
学队伍中。10所总校为该市教育教
学质量优异、办学特色明显的优质学
校，成员校为城乡接合部、近城乡镇

的潜力校。
集团总校按1名执行校长和至

少2名老师，组成教学团队，到成员
校指导工作，成员校也相时派出校级
领导和老师到总校跟岗学习，成员校
校长原则上到总校跟岗学习。目前，
首批交流人员共108名，其中总校派
出的执行校长 10名，指导教师 37
人，成员校跟岗校级领导10人，跟岗
教师51人，人员待遇按该市实施方
案执行。

在经费保障方面，海口市财政每
年承担集团化办学经费800万元，即
每个集团总校办学经费80万元，资
金可用于学校管理、管理人员和教师
交流的差旅报销、聘请专家等费用。

下一步，海口将不断提升集团化
办学水平。海口市教育局每年对教
育集团进行综合考核，每3年对教育
集团办学成效进行总体评估。

海口10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启动授牌
30所学校加入，首批交流人员108名

省生态环保督察办
公开约谈文昌市政府，要求——

回应群众关切
推动问题解决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周晓梦 特约记
者孙秀英）9月23日，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生态环保督察
办）就文昌市京基智农养猪场环境污染问题对文
昌市进行公开约谈，明确要求跟踪做好污染企业
的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真正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今年以来，文昌市群众多次集中反映京基智
农养猪场项目存在臭气和污水外排污染情况。文
昌市相关职能部门虽多次进行现场检查，提出整
改要求，但均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根据省生态
环保督察办调查发现，该养殖企业主要存在废气、
废水以及其他类环境污染。

约谈会指出，京基智农养猪场项目既有结构
性污染问题，也有文昌市有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监
管不到位的问题。文昌市要针对该项目存在的问
题认真调查、研究、分析，制定操作性强的整改方
案和倒排工期表，用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应急
预案，尽快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反复投诉的问题，提
升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

文昌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对省生态
环保督察办提出的约谈要求全盘接收，将切实扛
起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整改工作。

另悉，9月21日下午，省生态环境厅对京基
智农时代有限公司进行约谈，要求该企业对整个
项目产业链进行重新梳理规划，制定完整、系统
的整改方案，尽快消除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同时，要深刻汲取教训，加快整改，提高环保管
理水平。

保亭河水暴涨2人被困
消防出动无人机施援手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海
英 朱鸿斌）9月21日21时28分，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什玲镇什玲桥河
水因暴雨暴涨，致附近2人被困。

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随即赶往
现场。被困2人系白天在山寮农田耕
作，遇大雨天气被困河对岸。救援人
员分组展开救援，由2名救援人员过
河救人，应急通信分队使用无人机将
浮力背心抛投至被困人员位置，另一
组救援人员在下游做好安全警戒。一
个多小时后，两名被困人员终于获救，
被转移至安全区。

■ 见习记者 刘宁玥

群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
鸟兽灵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画卷在海南岛中部的热带雨林
徐徐展开。

旗舰性物种海南长臂猿种群数
量增加至36只，新增植物、动物、大
型真菌物种数量至少有28种……
2021年 10月 12日，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成为国家首批设立的5个
国家公园之一。近些年来，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物种保护取得丰硕
成果。

“不常见的物种数量明显增加
了，常见的物种分布范围更广了。”园
区护林员、科研人员感受明显。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
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年9月20
日至23日，“走进国家公园 探访热
带雨林”全媒体采访团走进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鹦哥岭、霸王
岭等片区。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
村，50 多栋联排两层民居错落有

致。2020年底，位于鹦哥岭腹地的
高峰村实施整村生态搬迁。在老高
峰村，爬藤包裹着老屋，野草也覆盖
了村道。

“没有人居住的村庄，花草鸟兽
展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海
南热带雨林鹦哥岭片区高峰护林站
的护林员符进忠感慨说，再过不久，
这些老村将会彻底被绿意覆盖。

“建立合理的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对核心保护区数千居民开展生态
搬迁，结束他们因道路不通畅、物资
不流通，只能和雨林‘抢资源’的生
活。这是我们修复热带雨林生态系
统的主要措施之一。”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局长李
大江说。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海南将
生态保护摆在首位，着力保护生态多
样性。出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社区
发展、调查评估、巡护管护等10多项
制度、办法和规范。通过打通生态廊
道、热带雨林修复、建立严格执法制
度、健全监测体系等方式，推动热带
雨林生物“户口本”不断更新。

“我们发现这几年监测到的野生
动物数量和种类增加了，他们的活动
范围也更加广阔。”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资源管理
科科长李佳灵说。

在鹦哥岭片区，苔藓、蕨类、地衣
等生态环境的“探测器”给曾经光秃
秃的山体织上一层细密的绿网。“经
过漫长的自然演替，这里将出现越来
越多高大乔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生态保护科
工作人员刘季指着一株3米高的坡
垒告诉记者，作为热带雨林指示性物
种，这几年种下的坡垒在次生林中长
势极好，这是热带雨林次生林得以修
复的凭证之一。

作为“绿色富矿”，海南还针对性
地打造了多样化生态产品。近期，海
南策划启动“雨林与您”体验活动，引
导民众认识雨林、亲近雨林、珍惜雨
林，以“文”促“旅”，进一步发挥其经
济、社会效益。

9月21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五指山片区旁，作为“雨林与
您”主会场的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

村，正进行地面施工。“再过不久，这
里将搭起雨林实景演艺舞台，上演

‘雨林与民族’的古老故事，吸引更多
游客来到毛纳村。”毛纳村驻村第一
书记高力说。

依靠好生态，捧上金饭碗，当地
人愈加重视生态保护。“盗砍盗伐的
现象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森林防火意
识也深入人心。前阵子有村民发现
赤麂受伤，主动联系我们黎母山分
局，协助放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黎母山分局护林员韦宝权
切实感受到附近村民的观念转变。

白沙青松乡位于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核心保护区，
青松乡青松村委会苗村毗邻珍贵物
种海南长臂猿栖息地。青松乡党委
书记曾圣全说：“目前我们正积极申
请‘中国海南长臂猿之乡’的认证，
围绕海南长臂猿开发系列科普研学
活动，与霸王岭分局联合打造海南
长臂猿电子监控观测站点，将海南
长臂猿文化真正转化成旅游的‘金
字招牌’。”

（本报营根9月23日电）

这张海南“生态名片”迸发多重活力

海口市10个教育集团
1.海南华侨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南华侨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海联中学、海口

市龙桥学校

2.海口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一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石山中学、海口

市永兴中学

3.海口市琼山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琼山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区龙塘中

学、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初级中学

4.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华小学、海口
市龙华小学城南校区

5.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新埠中心小学、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中心小学

6.海口市港湾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港湾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第十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十一小学

7.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永庄小学、海口

市永兴中心小学

8.海口市海燕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海燕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高坡小学、海口

市苍西小学

9.海口市琼山区椰博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琼山区椰博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第九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十二小学

10.海口市英才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英才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第三十四小学、

海口市演丰镇中心小学

本版制图/张昕

■教育集团均以总校+2 所成员
校的方式组建

预计9月24日～25日
受东到东北气流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全岛最高气温
30～33℃，最低气温21～24℃

26日～28日
受台风“奥鹿”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半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
到暴雨；各地气温略有下降。另外，海南岛四周沿
海陆地伴有8～10级、阵风11～12级的大风

29日～30日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大雨、

局地暴雨到大暴雨，西半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
雨；各地气温维持

10月1日～2日
受新的热带气旋影响，海南全岛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各地气温略有下降。另
外，海南岛四周沿海陆地伴有6～8级、阵风9～
11级的大风

海口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专项攻坚行动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余
小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生
态环境局获悉，9月 21日至 9月 30
日，海口开展为期10天的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攻坚行动。活动期间，将制定
管控措施清单，要求各区政府、桂林洋
经济开发区及相关职能部门责任落实
到人，督促各单位落实管控措施。

具体管控措施及内容包括分析
研判、工地整治、机动车管控、餐饮油
烟治理、道路清洁等方面。其中，工
地整治将对在建工地扬尘治理情况
进行量化考核，制定“红黑榜”评判标
准，攻坚行动期间每日对重点区域受
监在建工地进行打分考核。机动车
管控方面，海口市综合执法部门将联
合公安交警等部门组成夜查小组，开
展夜间渣土车扬尘污染突击执法行
动，同时加强上路执法检查，全面禁
止老旧柴油车和冒黑烟机动车等排
放不合格车辆上路行驶，严格落实中
型（含）以上货车在限行区域内限制
通行规定，减少污染物排放。餐饮油
烟治理方面，将加强餐饮油烟排放监
管，督促重点区域餐饮单位做好油烟
净化设施的安装，避免油烟直排现象
发生。此外，海口市相关部门将对重
点管控区域加强湿扫、洒水、雾炮作
业，保持路面湿润整洁，减少道路扬
尘污染。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针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
题，在全市范围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及应急管控行动，并将加大力
度对污染问题进行督促整改，持续推
动海口空气质量改善提升，打好“蓝
天保卫战”。

海口循环利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重新注塑加工为污水管道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余小艳）9月23
日，在海口市秀英区金鹿工业园区内，17918箱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现场被粉碎销毁。未
来，这些碎片将重新注塑加工为污水管道，变废
为宝。

据了解，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组织
开展禁塑领域执法检查工作，禁塑全链条治理
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2.79万
人次，检查主体3.25万家次，立案1014宗，没收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43753 箱，罚款
413.02万元。

禁塑，既堵源头，又要开新路。为科学销
毁没收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海口根据

“无害化处理、杜绝再流通、变废成为宝”的理
念实施销毁，即先粉碎，再添加增强剂，重新注
塑加工成达到环保要求的污水管道，实现再次
循环利用。

下一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入
开展禁塑工作，在推进生产研发、提升替代品产能
的基础上，从引导回收利用方面着手，积极引入具
备相关资质的企业。对没收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进行销毁、回收与再加工，提高处置效率。
降低仓储成本和处置成本，实现处置价值最大
化。保障前端可替代，后端可处理，打造一条海口
市绿色塑料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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