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天气
今日

阵雨

13~16℃
阵雨

明日

15~19℃

气温逐渐回升
今日最低 11℃
昨日，海南省气象局解除寒冷
四级预警：冷空气势力减弱，全岛各
地最低气温普遍回升至 10℃以上。
据海南省气象台预计，12 日
早晨，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最低
至 11～14℃ ， 东 部 和 南 部 地 区
13～17℃；12 日夜间起，冷空气
影响减弱，气温缓慢回升。12 日
夜 间 ～14 日 ， 受 偏 东 气 流 影 响 ，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小阵雨，
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15-18 日偏
东气流转偏南气流，海南岛东南部
和南部有分散阵雨；各地气温逐日
回升，15-18 日最高气温北部、中
部和东部地区 23～27℃，西部和
南部地区 25～29℃，最低气温内
陆地区 14～17℃，其余地区 18～
21℃。
（记者 孙春丽）

寒冷天 送温暖
10 日早上，海口的天气寒冷逼
人，但海甸岛社会福利院内却是热
热闹闹。海南拾味餐饮集团为福
利 院 的 儿 童 们 送 来 了 纸 尿 裤、宣
纸、玩具和粮油等慰问品，
让在寒冬
里的福利院儿童感受来自社会企业
的关爱。
据了解，自 2009 年起启动关
注孤残儿童的爱心公益活动，每
年 1 月拾味餐饮集团会在门店收集
来自顾客的祝福，新年期间各区
域分公司伙伴带上这些祝福和新
年礼物，去看望当地儿童福利院
的小朋友们。
（记者 党朝峰）

单方 妙用
苦参治神经性皮炎
【组成与用法】泥苦参 200 克，
陈醋 500 毫升，将苦参放陈醋内浸
泡二天后即可取用，外搽患处，每
日早晚各搽 1 次。
【功效与适应症】此方为民间
验方，方中苦参性味苦寒，功能清
热燥湿杀虫，治热毒血痢、肠风下
血、急性扁桃体炎、痔漏、脱肛、皮
肤瘙痒、疥癞恶疮、烫伤等。本品
用陈醋浸泡，功能清热除湿、祛风
杀虫，可用于神经性皮炎。
节选自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老中医霍列五60年单验方秘传》，
霍毅、霍筱薇整理。文中单验方仅
供参考，
建议应用前咨询专业医生。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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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现在报名
立减 500 元
两人同行
再减 200 元

教会孩子
灾难逃生方法
青少年生存特训营火热招生中

与其把孩子 360 度全方位保护，不如教会孩子如何正
确面对突发事件，成为众多家长的共识。南国都市报小记
者俱乐部联合海南科教防灾减灾训练基地举办的“青少年
生存特训营”为广大家长谋福利，一周的系统安全训练，让
孩子终生受益。开训倒计时 10 天，现在报名，优惠多多：1
月 20 日前报名，
立减 500 元，
2 人以上同行，
再减 200 元。
“青少年生存特训营”将带领孩子们进行大巴车逃
生、烟道逃生、火场逃生、逃生屋、灭火、应急结绳、急
救、实战报警等实战演练，让孩子学会在火灾发生时，如
何进行应急处置和逃生自救；如何以正确的方式通过烟
道等。在地震发生时，孩子应如何在室内以正确的方式避
震；如何在疏散时有效安全撤离，不发生拥挤踩踏事故。
急救演练将让孩子们掌握一些家庭急救护理常识，如现场
急救技术包括徒手心肺复苏 （即 CPR，包括人工呼吸和胸
外按压）、海姆力克手法 （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技术） 以及
创伤急救技术 （包扎、固定、搬运三大技术）。
此外，孩子们还将学习到安全标志识别、实战报警、
自卫防身术、安全器材等知识。本次特训营还增加了知名
外语教学团队，让孩子体验国际特色英语教学，还增设丰
富的拓展课程，如真人 cs、划龙舟、群龙取水、极速六十
秒、七巧板、定向寻宝、农家乐等，最后还有欢乐的篝火
晚会！参加一个培训，等于参加好几个冬令营。此次训练
营的教官团队，都是在部队服役五年以上，拥有三年以上军
事拓展培训经验，师生配比为 1：6-1：7。住宿条件环境幽
雅、自然淳朴，吃得美味特色。24 小时医师、摄影师全程跟
队，
全方位记录每一个精彩瞬间！
（记者 刘俊）

保持喉咙黏膜湿润

寒假想参加更多活动
快加入南国都市报小记者吧！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2018 年全新招募！
在这里，能锻炼孩子的新闻写作能力；在这
里，能提高孩子的社会实践能力和交往能力；在
这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玩中学，学
中玩；在这里，孩子还能获得难得的采访体验，
资深编辑记者手把手培训！赶紧报名，助孩子在
新的一年里，收获不可复制的成长经历！报名将
收取一定的活动组织费用，详情可扫描二维码，
关注活动公众号了解。

真的可预防流感？

别信 没科学依据！
近期，一段“这次的流感很严重，有预防的
方式，就是药保持喉咙黏膜的湿润，不能让喉咙
干燥……”的信息在朋友圈流传。记者从海口
市疾控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并未发布这样的消
息，此次冬季流行的流感以乙 （B） 型流感病毒
为主，虽然流感有传染性，但疫情在预期范围
内，并没有出现消息中所说的严重流感疫情。
海口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副科长王明
昌表示，保持喉咙粘膜湿润来预防流感，没科
学依据；预防流感的关键环节是不接触传染
源，与多喝水、保持喉咙湿润没直接关系。

【招生对象】年满 7—16 周岁身体健康青少年
【活动费用】7 天 6 晚，5888 元/人（1 月 20 日前报
名，立减 500 元，2 人以上同行，再减 200 元）
【活动时间】第一期：
1月22日-28日
【咨询活动】详情可关注南国儿童团公众号，也
可拨打 66810226 咨询。
【报名方式】1、现场报名
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
新闻大厦门岗对面接待处；
2、微信报名 点击公众号内下
方子菜单栏“生存特训”，根据
报名提示进行网上交费操作

如何预防？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
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接种者罹
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王明昌表示。此外，预防的具体措
施包括，天气变化大时，要适当增减
衣服，避免着凉；勤洗手，做好个人
卫生；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环境
清洁和通风，经常开窗；目前是流感
高发季节，尽量减少去人群密集的
公共场所；天气寒冷干燥时，可以吃
一些滋补的食物，比如银耳、百合、
白萝卜等。
（记者 王洪旭）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万宁：
1888 999 1110 东方：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多场流星雨将“绽放”

2018 年天宇

如果说日月食是天象剧场里
的“超级大片”，那么浪漫的流星
雨就是小清新的“文艺片”。天文
专家介绍，2018 年的天象剧场将
上演天琴座、宝瓶座、英仙座、狮子
座、天龙座、双子座等多场流星雨，
其中，英仙座流星雨和双子座流星
雨最值得期待。
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预计发生
在 8 月 13 日 4 时至 16 时，
每小时天
顶流量在 110 颗左右，观测条件非
常好。双子座流星雨一般都会在
岁末如期而至，上映档期从 12 月 7
日一直持续到 17 日。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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