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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航运
中远海运集运

易新通道，为我国西南地区商品提供了一条快捷海
上物流通道，同时也为国内其他地区及东北亚客户
提供便捷中转服务。
该航线还将洋浦港与新加坡、仰光、巴西古当三大
港口快速衔接，为东南亚区域间提供多段舱位，辐射东
南亚基港；不仅扩大了东南亚至洋浦直航路径，未来还
将与覆盖全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内外贸航线连接成网，
提供货物快捷中转通道。（记者 王小畅 通讯员 潘彤彤）

▽

28~37℃
雷阵雨 微风

明日

6 月 19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中远海运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于 18 日正式开通洋浦至仰光航线，
投入 3 艘 1300TEU 船舶，打通洋浦与新加坡、缅甸、马
来西亚的往返通道。
据了解，该航线是由洋浦出发，途经新加坡和
缅甸仰光，最后抵达马来西亚的巴西古当，可提供
海南至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快速直航服务，助
力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通过连通国际陆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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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现

招生

我省今年计划招收 200 名乡村小
学教师定向公培生

报考须满足 5 个条件
记者从海南省教育厅获悉，今年我省继续
实施乡村小学教师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以下
简称定向公培生）招生录取工作，招生计划为
200 人，本科层次，学制四年，培养院校为海
南师范大学。
报考定向公培生，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考生符合 2019 年我省高考不限制报
考批次的条件，且本人具有定向培养市县户籍
的高中应届毕业生；
（二）考生须参加我省当年普通高考，其高
考成绩须达到我省高考本科 A 批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报考小学教育（英语教育方向）专业的
考生要求英语成绩原始分达到 90 分以上（满分
为 150 分）；
（三）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志愿从事乡村小
学教育工作，承诺毕业后到定向市县乡村小学
任教服务期不少于 5 年、服务期满后在本省从
事教育工作不得少于 5 年；
（四）具有较好的普通话表达能力；
（五）身体健康，符合国家制定的“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国家制定的《公
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规定。
定向公培生填报志愿的时间与我省本科提
前批填报志愿同时进行。符合报考定向公培生
条件的考生，既可以在本科提前批所设置的 6
所院校志愿中单独填报实施定向公培生计划的
高校志愿，也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同时在本科提
前批中按志愿顺序选择填报其他院校志愿。
（记者 党朝峰）

9000 年前
农民就面临“城市病”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8 日电（记者周舟）发表在
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大约 9000 年前的古代农民已经面临过度拥挤、暴力
和传染病等现代城市病。
一个国际考古团队在位于土耳其中南部的恰塔
尔霍于克遗址发现，这里的房屋密集，定居者架梯子
从房顶出入。这些古代定居者患传染病的比例很高，
人口拥挤和卫生状况不佳可能是主要原因。这一遗
址发现的 93 个颅骨中，25 个有愈合的骨裂，受伤者的
伤口多数在头顶和脑后，
表明他们是被偷袭的。
论文第一作者克拉克·拉森说，公元前 6700 年
到公元前 6500 年，这里人口达到高峰（约 3500 人到
8000 人），定居者的颅骨伤也相应增加，这可能是过
度拥挤造成社区压力增加，
从而导致冲突。
拉森说，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恰塔尔霍于克
定居者一样，只是规模更大，研究古代人类如何构建
社区有利于现代人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起源。

S 水电
琼海今日部分路段停电
琼海供电局因设备检修及维护需要，6 月 20 日
部分路段将临时停电：07：30-19：30，停电范围：党
校、21 队—25 队、石钟队；08：00-18：00，停电范围：
潭门镇下教村、草一村、上教村、草二村、孟菜园村、
龙湾港、邦下村。
（记者 陈康）

K 科普

狗狗眼睛会撒娇由进化而来
狗狗睁大眼睛装可怜的撒娇一般让人难以抗拒。
一项最新研究揭示，犬类之所以能做出这一可怜巴巴的
表情，得益于数万年驯化过程中进化出一种类似人类的
眉部肌肉。
6 月 17 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研究
报告显示，眼部周围两块肌肉常在家养犬类身上发现，
在犬类的祖先狼身上没有发现。在进化树上，犬类大约
3.3 万年前与狼分离。只有狗的眉部能在凝视人类时作
高强度活动。
“这会让（狗）眼睛看上去更大，类似人类婴儿，”研
究报告共同作者之一、美国杜肯大学教授安妮·伯罗斯
告诉法新社，
“这激发人类的母性反应。”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人类在数万年驯化犬类的过程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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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1888 999 5550
儋州：1888 999 5557

中，通常偏爱能作撒娇表情的狗，从而催生犬类进化出
上述肌肉。
研究分为两部分，包括经解剖比对家犬和野狼尸体
的肌肉组织结构；比较狗和狼与陌生人互动的场景，以
观察狗如何动用眼周肌肉抬眉。
激发人类母性反应以外，研究人员给出另外两种狗
如此进化的解释。一是便于狗与人类交流互动，因为人
们交流时通常关注彼此面部上半区；二是眉部高强度活
动会暴露狗的眼白，可能吸引同样有眼白的人类。
研究还发现一件怪事。一条哈士奇犬只有两块肌
肉中的一块，少了一块能让它把眼角向耳朵方向拉伸的
肌肉。这可能是因为哈士奇是古老犬种，且极度类似
狼。
（据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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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明日
三亚 雷阵雨 28~33℃ 雷阵雨 28~33℃
陵水 雷阵雨 27~33℃ 雷阵雨 27~33℃
万宁 多云 27~34℃ 多云 27~34℃
琼海 多云 27~36℃ 多云 27~37℃
屯昌 多云 26~37℃ 多云 26~38℃
琼中 多云 26~36℃ 多云 25~36℃
五指山 多云 24~34℃ 多云 24~33℃
儋州 多云 26~37℃ 多云 26~37℃
临高 雷阵雨 27~37℃ 多云 27~37℃
昌江 多云 28~39℃ 多云 28~39℃
（数据源：
省气象局官网 6 月 19 日 23 时更新）

高温+午后雷阵雨
盛夏标配持续至周末
6 月 20 日~23 日，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全
岛晴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0
日，海口有雷阵雨，最高温 37℃。
（记者 孙春丽）

夏
至
21 日 23 时 54 分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据新华社天津 6 月 19 日电（记者周润健）
“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
《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 6 月 21 日 23 时 54 分迎来“夏至”
节气。专家表示，夏至后不久，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将随即到来。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史志成介绍，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
气。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
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过后，太阳直
射地面的位置逐渐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
逐日减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
的说法。
天文专家表示，夏至除了是昼夜变化的界
限之外，还是盛夏的起点，夏至过后不久，一年
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了。夏至后的第三个庚
日，将进入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的
“三伏天”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
李艳玲提醒公众，夏季气候炎热，人的脾胃功能
差，食欲不振，多吃苦味的食物有助于恢复脾胃
功能，
如苦瓜、芹菜、芦笋、苦荞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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