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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展 6 场义诊

4 月 15 日，我省第三届健康岛
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在海口启动。
启动仪式上，成立了服务广大肿瘤
患者的公益组织“健康岛之家”，
并开通“健康岛之家”微信群，让
肿瘤患者及家属可在群里与医护人
员即时交流和咨询病情。
省肿瘤医院将深入海口、定安
等地乡镇开展 6 场义诊活动，其地
点分别为：定安县雷鸣镇卫生院、
龙门镇卫生院、岭口镇卫生院、龙
河镇卫生院、新竹镇卫生院以及海
口市长流镇卫生院。
（记者 王洪旭）

小报童收获成长
4 月 15 日上午 8 点，南国都市报
的小记者和报名的小读者来到海口万
绿园开展南国都市报小记者 2018 年第
六期“周末小小报童”活动。“我觉
得孩子收获了很多，有沮丧、失望、
泪水，最后学会了坚持。”孩子家长
林女士说，这次活动让孩子得到了锻
炼，也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15 日 8 时许，在老师和家长的带
领下，一个个认真的小报童举着报纸
来到万绿园附近叫卖。卖报能够培养
孩子们的沟通交流能力，培养自觉向
他人问好、使用文明礼貌用语的好习
惯。一开始，孩子们有些羞涩，迟迟
不敢向路人叫卖报纸。
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一个小
朋友朝路过的阿姨跑了过去，怯生生
地问道：“阿姨您好，请问您要买报
纸吗？
”
“你先去。”第一次参与卖报活动
的林居与哥哥结成搭档之后，便开始
卖报。但毕竟是第一次当小报童，两
个小男孩都有些胆怯，
不敢开口吆喝。
“没事的，看到不在忙的叔叔阿
姨、爷爷奶奶们，你们都可以上前去

问问，不买也没有关系，但是不去尝
试就永远没有机会成功。”看到孩子们
久久没有行动，他们的爸爸赶紧上前
去鼓励一番。经过爸爸的鼓励，兄弟
俩多了许多勇气，不仅主动向路人叫
卖，叫卖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拿到第
一份卖报钱，孩子们更是信心十足。
除了沟通能力和勇气的提升，不
少小报童在卖报活动结束之后都表
示，赚钱太不容易了，以后不再乱花
钱了。
已经第二次参加卖报活动的小记
者陈政昀则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不要
怕被拒绝，不论买没买都要跟对方说
一句祝福话，这样他们会很开心。而
且选择卖报的地点也很重要！
小记者陈道祥的家长表示，第一
次参加卖报活动，虽然速度慢一些，
但可以看出陈道祥已迈出了勇敢的一
步！这种进步让人高兴！
“自从参加了卖报小行家活动，孩
子明显成长了很多！”黄女士说，她已
经不是第一次陪儿子前来参加活动
了，
“ 每次都有新收获，今后会多参加
这样的活动！” （记者 孙春丽 文/图）

安全 提醒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捡到彩票刮出

推出优惠活动

川贝米汤饮治百日咳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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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888 999 5550
儋州：
1888 999 5557

招募范围：
6-18 岁，喜欢玩、写
作、阅读、书画、摄影、文艺
表演等有梦想的在校中小
学生。
扫描下方二维码，或
添加微信：ngertongtuan，了 解 更 多 小 记 者 活
动，报名入会将收取部分
活动组织费用。

旅游 资讯

警惕不法分子新骗术

【组成与用法】米汤 500 毫升，
放入川贝（研末）9 克，冰糖 50 克，隔
水炖 15 分钟，分二次服（早睌各一
次），五岁以下小儿用量酌减。
【功效与适应症】方中川贝性味
苦甘凉，功能润肺止咳，化痰散结。
主治肺热咳嗽、肺虚久咳、咯血等。
冰糖功能清热，消炎降火。主治咽
喉肿疼、口腔发炎、肺热咳嗽等。米
汤功能补脾，和胃清肺。三味合用，
功能润肺，除痰止咳。凡小儿患百
日咳者，连服五至七日，即可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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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十大主题，各种
丰富的活动，让孩子开阔
视 野、丰 富 经 历、提 升 能
力、创造更好的自己！助
孩子收获不可复制的成长
经历！

报名请扫二维码。

“特等奖”？

单方 妙用

成功卖出
一份报纸。

正在招募中

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从羞涩到成熟

南国都市报小记者

据省考试局消息：我省 2020
届普通高中学生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网上报名将于 4 月 16 日至 20
日进行。省考试局特别提醒我省
高 一 学 生 ， 4 月 20 日 17 时 30 分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服务网
站”将自动关闭，考生因逾期不
报或误报考试科目等所造成的后
果由考生本人自负。
省考试局特别提醒各位考生
认真对待，最好不要集中在最后
一天报名，以免因突发状况导致
报名不成功。
（记者 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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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忽然捡到一张“特等奖彩票”，
是不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国内网络诈骗信
息举报平台——猎网平台提醒，这样的“彩
票”是骗子精心布下的骗局，
公众要当心。
据受害人张先生反映，不久前他在路
上捡到一张某公司发行的“刮刮乐彩票”，
并刮出 30 万“特等奖”。张先生谨慎起见，
先通过搜索引擎对这家公司进行检索和查
证，在发现确有该公司后，他才放松警惕拨
打了“兑奖”电话。张先生被对方先后以
“手续费”和“奖金税”的名义骗走了 3.6 万
元。
经查，这是一个“家族式”电信诈骗团
伙。在全国范围内，仅 3 月份就有 20 余人
被骗，
诈骗金额高达 70 余万元。

对于这类虚假彩票诈骗案件，猎网平
台反诈骗专家分析指出，骗子四处散发那
些所谓的“特等奖彩票”，以此引起人们注
意，一旦有人被“大奖”冲昏头脑而拨打了
“兑奖”电话，便很有可能听信骗子缴纳“手
续费”
“奖金税”等，造成经济损失。除此之
外，有些不法分子还会“做戏做全套”，事先
创建虚假彩票网站，以此来打消用户疑虑。
为避免上当受骗，反诈骗专家提出三
点建议：一、切勿被“巨额奖金”冲昏头脑，
保持警惕最重要；二、对方提出需预付“手
续费”
“奖金税”等钱款时，不要轻易转账或
汇款；三、对于陌生电话，不可随意拨打或
接听，在网上搜索信息时，不明链接或是有
风险提示的链接不要点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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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为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推出多项活动，如
海南本地居民半价优惠、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摄影展、海野雨林欢乐节等，
以此展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开园
22 年来的变化。
活动一：海南省本地居民特价优惠
海南本地居民半价优惠价：64 元/
人（4 月 26 日当天）；海南本地居民 6.6
折优惠价：85 元/人（4 月 14 日--4 月 28
日）。购买条件：海南省本地居民凭有
效证件（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社保
卡/学生证等）。
活动二：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摄
影展
展出时间：4 月 16 日至 5 月 30 日。
活动三：欢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海野雨林欢乐节”
活动时间：4 月 26 日。
（记者 石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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