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马珂）近期，有些人
感染新冠病毒后，身体症状逐渐好转
并且核酸检测转阴，但过些日子核酸
检测又呈现阳性。这种情况下，如何
区分“复阳”和“二次感染”？省人民
医院院感疾控部部长、感染病医学中
心副主任吴彪近日对此为大家详细

解读。
吴彪表示，复阳指感染者症状

基本消失，核酸检测、抗原检测转阴
之后，再次检测发现又阳性了。一
般认为这时检出的是一些病毒的片
段，并不是完整的病毒，没有患病症
状，对正常生活没有影响。二次感
染是指第一次的新冠感染已经彻底
康复了，但又发生了第二次新冠病
毒的感染，常常由于新冠病毒变异

导致。二次感染通常是有症状的，
并且核酸的CT值较低，病毒载量较
高，有传染性。二次感染的患者需
再次进行规范治疗，并严格做好个
人防护，做好自我隔离，降低疫情传
播的风险。

吴彪介绍，一般复阳都是发生在
阳康之后一个月内。如果已经超过
一个月，核酸又呈阳性，存在二次感
染可能。

为什么会“复阳”？
吴彪表示，“复阳”应该叫再检

出，实际病毒和核酸还持续存在，只
是因为检测的方法和采样的方法以
及排毒的间歇性，导致时阳时阴这种
情况。以往的研究表明，所有“复阳”
的病人做病毒分离，都是没有分离到
病毒，也没有“复阳”的患者导致进一
步的传播。因此“复阳”以后的传染
性是极低的。

吴彪介绍，二次感染的发生概率
主要与人体免疫水平和病毒株变异
以及后期的个人防护有关。抗体等
免疫反应指标越高，病毒株变异越
小，二次感染的发生率越低。当前研
究显示，相较于早期变异株，奥密克
戎导致的二次感染风险略高。但总
体来说，短时间内发生新冠病毒二次
感染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尤其同一
毒株的二次感染概率更低。

省人民医院专家答疑——

如何区分“复阳”和“二次感染”？
关注疫情防控

打造中国“梅奥小镇”——

名医扎根五指山
■ 本报记者 袁宇

近日，坐落于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市迎来
许多从国内慕名前来求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吸引国内患者远道而来的，是近年来扎
根五指山的名医——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康
复预防学科专家胡大一。

胡大一是国内心脑血管治疗领域的泰斗
级人物、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年来，胡大一扎根五
指山，采取专家门诊、专题讲座、一对一带徒
等方式，为海南省五指山市以及中部区域的
医疗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胡大一与五指山市的缘分要追溯到
2017年。当年，胡大一来到五指山市开展康
养讲座，一到五指山市，他就喜欢上了这里。

最初，胡大一与五指山市政府约定，每个
月胡大一团队指派团队医生到海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坐诊，胡大一本人每个季度也到医院坐
诊和“传帮带教”当地基层医生。事实上，胡
大一来五指山的时间越来越多。“以前是3个
月来1次，现在是1个月来1次。70岁之前争
取常来，80岁我就长住五指山了。”胡大一说。

在胡大一看来，五指山优越的自然生态
条件，为落实全面健康的“三养”（养老、养病
与养生）事业/产业提供了天然条件，也是开
展气候医学的好地方。胡大一团队安家五指
山，已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从打造心肺专科
诊室到打造心肺预防康复中心，向着更远大
的目标前行。“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开展气候医学研究，探索高质量医疗引领下
的养老养病养生事业，把五指山打造成中国
的‘梅奥小镇’。”胡大一说。

随着胡大一的到来，吸引了众多名医大
家纷纷来到五指山市。其中，胡大一教授团
队专家就有150余名，他们利用自身及专家
团队的医疗知识和科研技术，推动五指山市
医疗卫生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2年6月1日，五指山市政府、海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与胡大一教授专家团队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共建海南省胡大一心脏中心，并
联合建设海南省心脑医学中心。该中心将为
海南中部地区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带
来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带动全省的心脑医学
学科发展。 （本报五指山1月23日电）

多支“国字号”队伍
来海南过大年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王
黎刚）1月21日和22日，正在海南
冬训的国家男子沙滩排球队、国家
举重队、国家高尔夫球队和国家女
足等“国字号”球队发布拜年视频，
在海南引起关注。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中国男子
举重队在五指山基地冬训，国家女
足在海口观澜湖基地集训，国家男
子沙滩排球队在文昌高隆湾基地备
战，中国帆船帆板队则在海口西秀
海滩海域冬训，国家射箭队和国家
拳击队则分别在海口观澜湖基地和
白沙基地冬训，国家羽毛球队和乒
乓球队在陵水冬训，国家冲浪队在
万宁日月湾集训。

1月21日除夕当天，国家举重队
在五指山训练基地完成了虎年最后
一堂训练课。热训不停歇，迎接充
满希望的新一年到来。除夕晚上，
国家举重队举办了新春团拜会。队
伍的家属们也抵达五指山市，陪伴
以队为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复合
型团队保障人员一起过大年。

多支国家队21日上午还在训
练，21日下午（大年三十）和22日
（大年初一）放假，从大年初二开始，

国家队恢复冬训。

黑脸琵鹭
悠然过冬

日前，在儋州市儋州湾，一群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濒危鸟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在此悠然
过冬。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强对湿地和鸟类的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黑脸琵鹭通常于10月下旬从西伯利亚、朝鲜半岛、辽东半岛等繁殖地陆续飞来南方越冬，次年1月是其来琼高峰期，
4月初再返回北方。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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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通讯员 张海哲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的首
个春节，三亚旅游市场快速复苏，备
受瞩目的道路交通面临“大考”。多
部门联动提前谋划、及时发布信息引
导出行、向科技要警力补短板、统筹
资源充实一线，鹿城打出“组合拳”，
全力保障春运畅通安全。

大年初一，是三亚南山片区的出
行高峰时段。“指挥中心呼叫，请报告
当前南山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情况！”
清晨7时，三亚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民
警段学军用对讲机呼叫南山片区春
节交通安保前沿指挥部，了解前方交

通最新情况。收到呼叫信息，正在执
勤的交警冯成虎立刻回复：“报告指
挥中心，根据交通流量状况，当前已
启用全部摆渡停车场，正在加强指挥
疏导。”

随着“乙类乙管”措施加快落地，
三亚路面车流量陡增。节前，三亚交
警密集实地调研、科学分析研判，按照

“一堵点一方案、一路段一预案、一景
区一对策”的原则，制定7个应急疏导
预案，确保春运平稳运行。

“针对春节期间三亚热门景点交
通疏导难度增大的特点，今年我们在
南山地区、后海地区和亚龙湾地区建
立三个春节交通安保前沿指挥部，启

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逻实现空地联
勤，第一时间对各路段进行更加有效
的调控疏导，最大程度地减少交通拥
堵缓行。”三亚交警支队支队长夏春
雨说，春节期间该支队1000余名民
警、协警全部下沉一线疏导交通，全
力以赴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
旅游交通环境。

“呼叫前沿指挥部，‘空中巡警’
已升空，请检查图传信号是否正常。”
伴随着无人机嗡嗡的轰鸣声，三亚交
警支队海棠大队民警颜护彪立即向
后海前沿指挥部了解信号接收情
况。指挥部内，盯着无人机不断传回
的路面交通实时画面，执勤民警及时

调动警力支援、部署投放临时隔离护
栏等交通设施。

今年春节期间，三亚在全市易拥
堵片区启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逻，进
一步完善地空“联动、联勤、联处”模
式，形成立体化指挥调度体系。无人
机高飞实时掌握监控盲点区域的交
通信息，与地面机动巡逻处置警力密
切配合，有效指导、协调在路面勤务
的路长、路管员对各路段进行精准的
调控疏导，及时劝导乱停放车辆等影
响交通通行的行为，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各类警情及突发性事件、第一时间
调集警力妥善处置。

统筹施策降拥堵，科学组织保春

运。合理利用道路资源，在景区道路
遇流量高峰时实行潮汐式交通组织
方式，通过物理隔离设置和交警路管
员的指挥疏导，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突出重要节点分流作用，在重点旅游
景区依势采取对车辆远程诱导、管控
分流、间断放行等措施，缓解道路通
行压力；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完
善交通安全设施，及时消除道路突然
变窄和转向等带来的安全隐患，避免
因其导致道路交通拥堵……打出“组
合拳”、打好“主动仗”、打响“攻坚
战”，三亚全力保障城市路网“大动
脉”畅通，护航市民游客平安行。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

鹿城护航市民游客平安行——

精准打出“组合拳”畅通路网“大动脉”

三亚开通3条
春节定制快线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记者黄媛艳）海
南日报记者1月23日从三亚公交集团获悉，
为方便三亚市民游客至三亚各大景区出行，
该集团打造的3条春节定制快线于1月21日
至1月27日投入运营。

此次春节定制快线采用的是10米级纯
电旅游大巴车，新开通的3条定制快线分别
为“火车站—南山定制快线”“机场—亚龙湾
定制快线”和“机场—海棠湾定制快线”。

“火车站—南山定制快线”票价11元，从
三亚火车站始发，沿途不设置站点，仅设三亚
火车站—南山景区2个站点，途经育新路—
G98环岛高速—海榆西线—南山景区；“机场
—亚龙湾定制快线”采用阶梯票价，从凤凰机
场始发，沿途设置5个站点，全程运营约33
千米，运营时间为每天零时至当日航班结束，
途经凤凰机场—亚龙湾森林旅游区（8元）—
亚龙湾管委会（9 元）—亚泰商业中心（9
元）—爱立方滨海花园（9元）；“机场—海棠
湾定制快线”分阶梯票价，从凤凰机场始发，
沿途设置7个站点，全程运营约49千米，途
经凤凰机场—开维费尔蒙酒店（14元）—万
达希尔顿酒店（14 元）—环球美食城（14
元）—喜来登酒店（14元）—亚特兰蒂斯（15
元）—海棠湾免税广场（15元）。

三亚在春节期间
发放体育消费券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记者黄媛艳）从
1月22日起，三亚在春节期间持续发放体育消
费券，发挥体育消费券的促进作用，让广大市民
游客乐享消费，促进体育行业经济提质增效。

春节期间三亚市体育消费券将继续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发放，多类体
育产品可供市民游客选择，涵盖了体育运动、
体育培训、体育旅游三大板块，支持潜水、冲
浪、篮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
相关消费。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正
值旺季旅游期，市内各体育企业纷纷上新品、
推优惠，为了扩大体育消费规模，让广大消费
者享受更多的实惠，促进国家体育消费试点
城市建设和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三亚
将在春节期间继续发放体育消费券。

本报三亚1月23日电（记者黄
媛艳）1月23日是大年初二，三亚旅
游持续呈现火热局面。家庭亲子
游、滨海度假游、文化民俗游等特色
旅游备受游客热捧，三亚旅游部门
最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首日该市旅游景点接待游客数同比
增长62.44%，海棠湾、亚龙湾等知名
度假湾区酒店平均入住率已突破
90%。空管部门预测，春节期间三亚
航班量将持续处于高位。

“春节七天三亚航班起降预计为
2996 架次，小时高峰预计达 29 架
次。除航班起降架次增长明显、航班
高位运行持续时间长外，还有大型宽
体客机多、公务机多和通航飞行多等
特点。”三亚空管站有关负责人透露。

度假客人增多、旅游消费升级，
三亚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呈现出提
档升级的良好态势。针对游客的多
样消费需求，三亚涉旅部门挖掘特
色、丰富供给。蜈支洲岛景区推出趣

味“海上游”，岛潜、海岛嗨玩套票、海
岛亲子游等新产品持续上新；天涯海
角景区推出的精致露营、潮流市集、
新春主题趣味活动等搅热休闲游市
场；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主打国潮
风，新春愿望加工厂、山海奇幻夜等
产品带旺夜游市场；中免福气happy

“兔”you等专场推广季活动，持续激
发免税购物旅游市场的活跃度。

“近期三亚亚特兰蒂斯、地中海
俱乐部等度假村和旅游目的地均呈
现强劲复苏势头，我们不断升级内容
体验，力争保持对游客的强大吸引
力。”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旅文联席
总裁徐秉璸说。

住在酒店、体验民宿，乐享三亚
假期。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推出“星际联盟”主题亲子活动，寓教
于乐，让科普丰富孩子的欢乐寒假；
三亚海棠湾君悦酒店提供冬令营产
品，全面升级儿童活动，满足亲子游
家庭需求；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

假酒店每晚上演无人机表演，以特色
光影嘉年华丰富游客海岛假期。

随着三亚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提
速，鹿城依托乡村特色推出多样的文
化旅游产品，吸引八方游客纷纷前往
打卡。在崖城村，游客们跟随着小小
讲解员开启古城之旅，感受千年崖州
古韵；在梅西村，高颜值的乡村花植艺
术展现新时代别样的乡土美学；在梅
联社区，特色的渔家生活有趣有料。

据了解，春节期间，三亚发挥“联
合会+专业协会+品质保障协会”社
会治理模式作用，引导企业诚信经
营、合理定价，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
务，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开展
联合执法，加强对摩托艇、尾波冲浪
等海上游乐项目，以及直升机等低空
飞行项目的监管治理，全面规范游艇
租赁、邮轮游船旅游市场经营行为，
严厉打击欺客宰客、软暴力强制消费
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明察暗访，以

“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海鲜餐

饮、水果、旅拍、婚纱摄影等行业欺客
宰客、缺斤少两、海鲜调包等违法违
规行为，及时公布市场整治案例；对
索道缆车、玻璃栈道、空中跳伞、低空

飞行、潜水、冲浪等涉山、涉海、涉高
空等旅游新业态高危游乐设施等进
行重点排查，建立问题清单，督促做
好整改，让市民游客齐享“安心年”。

挖掘特色、丰富供给——

三亚旅游喜迎“开门红”

春节黄金周期间，蜈支洲岛景区推出趣味“海上游”。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