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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海南省残联在海南 !海
口" 特殊教育学校举行第&&个全国助
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启动仪式$

%抬左脚# 慢慢地跟上$ &&%日上
午# 海南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穿着
整齐'干净的校服#在一个聋哑学生的
引导下#盲人孩子一个扶着一个往'楼
的礼堂走# 他们相互搀扶一步步走上

楼梯#而老师在一楼楼梯口进行指导$

当他们走到'楼时#响起了掌声#他们
将观看一场特别的文艺演出节目$ 在
节目中# 几名盲人学生合唱了 (跪羊
图)#优美的歌声让在场的人不停地挥
手$来自三亚福利院的盲人符亚九#即
将初中毕业# 他才参加了贵州省盛华
职业技术学院的考试$在离开学校前#

他唱了一首歌(老师#我总是想起你)#

献给陪伴和教导了他(年的老师们$

当天#海南省副省长符跃兰#以及
省文体厅'教育厅'民政厅等部门领导
看望慰问了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并
鼓励正在学习糕点烹饪' 美容美发和
服装设计等课程的孩子#%要勤奋学
习#熟练一门技术#同样可找到一份好
工作$ &随后#符跃兰还向海南特殊教
育学校赠送了慰问金和一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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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第&&个全国助残日#

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 此前#海口举行残疾人就
业招聘会却遇冷$ 到底是岗位不对
口#还是招聘单位要求高呢* 残疾人
朋友如何才能找到一份工作#本报记
者走访了海南特殊教育学校和部分
残疾人创业者#他们表示#%学到好手
艺#不愁找工作$ &

&)日上午#残疾人现场表演了书

法'绘画'剪纸'刺绣等节目#一位手
臂残疾的大爷精通书法和绘画#引起
市民的关注和青睐#有人甚至现场购
买$腿脚残疾的李海湘#$年前做家电
维修#但是随着家电维修市场开始向
汽修扩张#他无法跟进$ &))(年#李海
湘另外学了一门手艺#根据海南本土
特产%椰壳&制造手工艺品$ 目前#他
的椰雕工艺品已经开始进入部分旅
游景点市场#都是供不应求$

%现在海南旅游工艺品市场#除了

贝壳' 珍珠等饰品外# 基本都是椰饰
品#档次较低#价格低廉$&后来李海湘
在海口市残联的引导下# 开始学习椰
雕工艺$到了&)%)年#他成立了椰木旅
游饰品有限公司# 希望把产品做精做
好做大#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

在现场#李海湘还向市民展示了
他们开发的椰雕'椰灯和椰风海韵的
椰饰#%虽然现在还未大量进入市场
销售#但是前景非常宽广$ 是残联的
引导#帮助我二次创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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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服装设计的学生# 手脚灵
敏度和空间感都比较强# 在服装设
计教室# 记者看到了聋哑孩子设计
的女式长裙# 看上去款式都很时尚#

配色也十分协调$ 有一些正在操作
缝纫机的学生# 手脚灵活# 压线也
比较齐整$

已经教学&)多年的文芳老师向记
者说#%每天都有打分#平缝'裤袋'西服

口袋等都会一步步教他们制作#从剪裁
入手#然后是缝线$ 很多孩子都做得不
错#目前有&)多个学生毕业后进入了海
南胜得佳服装厂# 工资每个月%$))多
元#公司还买了保险$ &

文芳老师说#这么多年#培训了很
多聋哑孩子#以前的学生有的进入琼海
制衣厂#有的进入了海口金盘优美内衣
厂$ 学习服装设计#就业还是比较好$

&%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南特殊教
育学校# 初中年级的聋哑学生们#正
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职业技术
培训学习$ 记者走进蛋糕烹制班时#

有*个学生正在学做蛋糕# 有的在打
鸡蛋与面粉混合+有的则在压制菊花

饼#还有的在煎红菜饼$ 在老师的指
点下#聋哑孩子们每个环节都细致而
小心#当一排蛋糕出炉时#清香的糕
点味扑鼻而来#一位学生还特意给记
者拿了一个#%尝一下#好不好吃$ &

当记者给其竖起大拇指时#他们都

露出了笑容$带孩子们制作糕点和酥饼
的王老师说# 聋哑孩子们虽然不懂说
话#但是操作能力强#做事细致'细心#

每种食品的搭配比例都记得很清楚$

%一般学了烹饪技术# 出去再跟蛋糕店
师傅做两年#就可以自己开店了$ &

在美容美发教室# 一排镜子面
前#有+个学生正为另外的+个学生洗
头'剪发#他们有的在修理#有的在干
洗$ 从洗头的力度和手势来看#学生
们都非常娴熟了$

教美容美发的老师说#这些孩子

学得很快# 但是直接到理发店去工
作#他们也不适应#可能客人也不习
惯$ 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份美容美发
的工作#还需要很长时间过渡$ 但是
目前从事该工作的学生还不少#收入
也有%$))元左右$还有的学生学习按

摩'推拿等中医疗法#这也是一门好
技术#学到位了就不愁找工作$

即将初中毕业的符亚九告诉记
者#他想到读大专#目前已报考了贵
州盛华职业技术学校#以后想做一名
中医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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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清晨# 中国大部分地
区都出现了%日环食&$据悉#这是我
国东南沿海$)多年来第一次 %日环
食&$海口地区是国内最早看到日环
食的地方之一#众多网友凌晨,点起
床#赶到新埠岛东部海面蹲守#就为
那美丽的一刻$

网友%-翔子./010&说#%得知海
口能最先看到日偏食# 就和朋友做
好了准备#在凌晨,点就起床$ 当旭
日缓缓升起时#美丽的一刻出现了#

一开始就像明亮的,弯刀-$ 随后浓
云出现#给观看带来了麻烦$不过精
彩的还是被记录了下来$ &

网友秋楠表示#%我也拍到了#就
在海口钟楼那里$但是天公不作美#浓
厚的云层遮挡了城市上空大部分区
域$直到2时&)分太阳才从云层中间露
出#此时#已错过了日环食最佳观测时
间#日环食也变成了日偏食$ &

据了解#日环食是日食的一种$

发生时太阳的中心部分黑暗# 边缘
仍然明亮#形成光环$这是因为月球
在太阳和地球之间# 但是距离地球
较远#不能完全遮住太阳而形成的$

发生日环食时# 物体的投影有时会
交错重叠$ $月&%日的日环食#在我
国境内可以观察到的时间最长达,

分''秒#而在海口#由于城区天公不
作美#日环食变成了日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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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南开大学
教授苏宜介绍#这次日环食之后直
到&%))年#在我国境内能看到的全
食和环食共有%,次$ 其中*次是.

&)&)年2月&%日西南' 东南地区的
日环食+&)'$年*月&日西北' 华北
地区的日全食+&),%年%)月&$日东
北地区的日环食+&)2)年,月')日
西北地区的日全食+&)2'年+月&,

日东北地区的日全食+&)2,年&月
%(日东南地区的日环食+&)(,年%

月&(日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日
环食+&)+$年2月&&日东南地区的
日环食+&)+*年%)月,日西南'华东
地区的日全食$ 另外$次则发生在
我国国土边缘很小的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以上,次日
全食中# 最值得期待的是&)'$年*

月&日发生的日全食$ 其全食带经
过西北'华北和北京市区#往东入
海$ 这是北京城,))年来才有的机
遇#发生时间是上午+点多钟#但全
食时间不到&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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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扶持更多小微企业做好经
济建设# $月&$日下午# 海南省经济
发展联合会将在海口举办第二十期
(国际旅游岛经济大讲堂 ) 公益活
动 # 特邀海南省实业家肖枚主讲
(小额贷款公司对小微企业贷款新
策)# 同时邀请金融家' 海南省实业
家孙朔主讲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解

惑) 专题# 欢迎各界企业人士参加$

参会嘉宾凭票入场$

NO%

$月&$日下午%,时3"+时
PQ%海口寰岛泰得国际大酒店
/RNO %

$月 &"日上午 +点半
起#领完为止$

/RPS%海口市龙华路"(号财盛
大厦 ",楼 ",)+室 $ 联系人吴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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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 海口电动车办牌工作暂
停# 全市")个临时上牌点也全部关闭$

但记者发现# 仍有不知情的市民前来
上牌点 %办牌&$ 对此# 警方提醒# 海
口电动车办牌工作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已经预约登记的车辆上牌时间和地点
将通过媒体另行公布# 请需要办牌的
市民耐心等待$

下午"$时许# 住在青年路的邓先
生骑着电动车到大同路上牌点# 准备
为爱车挂牌# 却见到上牌点已经大门
紧锁#门前空地也成了停车位#让他十
分纳闷.%这怎么没有办牌* &刘先生询
问记者$

据大同路保安刘先生介绍#截至记

者采访时#已经有多达近,)位市民骑车
前来咨询上牌事宜#在得知上牌点关闭
才再悻悻离开$ 而椰海大道'滨海大道
万绿园等多个上牌点均出现类似情况$

对此#海口警方提醒#目前海口市
电动车办牌工作已暂告一段落#将在近
期准备工作完成后#继续为&)"&年"月"

日前购买并已预约但来不及上牌的群
众免费上牌#具体上牌时间和地点尚未
明确$届时将对预约登记市民的上牌时
间及地点按照预约号段分段在媒体上
公布#请市民耐心等待$

此外#&)"&年"月"日以后购买的电
动车#待警方公布具体上牌时间和收费
标准后#前往海口市第一车管所指定窗
口办理上牌$

5{�?�� ¡¢£

[¤¥O¦§¨©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