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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文化
海南首个族群研究机构
昨日揭牌成立
11 月 7 日上午，海南省族群研究会、海
南族群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南师范大学举
行。本次活动是海南师范大学 70 周年校庆系
列活动之一。
海南省族群研究会和海南族群研究中心
的成立，拉开了海南历史文化系统研究的序
幕，是海南社会科学研究和族群研究的重大
突破，对海南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的、长远
的意义。
据悉，海南省族群研究会是围绕着海南
省本地族群缘起、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成立的
首个学术专门科研机构，由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临高文化研究会、广东省海南联谊会
三方共同发起创办。同时成立的海南族群研
究中心以海南师范大学为基地，通过吸引、
凝聚、整合各方力量，在现有海南历史文化
研究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挖掘海南内部各
族群的历史文化，打造一个国内高水平的学
术研究平台。
（记者 石祖波）

X 消防
临高消防开展“消防木偶戏下乡”

村民边看戏边学消防知识
11 月 6 日晚，临高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
木偶剧团走进新瑞村开展“消防木偶戏下
乡”活动，将消防知识搬上木偶戏舞台，村
民边看戏边学消防知识，消防安全意识和自
防自救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此次活动也拉开
了全县“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大幕。
此次“消防木偶戏下乡”宣传活动，村
民在品味艺术魅力的同时学习消防知识，有
效带动了村民学习消防知识的积极性和参与
消防活动的热情，切实增强了村民冬季防控
火灾的整体能力。据了解,“消防木偶戏下
乡”活动已经连续开展 5 年，涉及临高县 10
个乡镇、176 个行政村,数万群众受益。
(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逄宇）

保亭消防举行“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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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儋耳实验学校
明年 9 月前交付使用
近日，记者从儋州市儋耳实验学校建设项目现场
获悉，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5000 万元投资，占总
投资进度的三分之一，项目整体推进 45%。
现场施工总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学教学楼和小学
教学楼主体结构、地下停车场和游泳馆基础桩基和砖
模工程施工均已完成，图书馆第四层底板铺设、宿舍
楼和体育馆的地下基础工程正在施工中。今后将加大
机械及先进技术的投入，确保 2020 年 9 月前交付使用。
据了解，儋州市儋耳实验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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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交警曝光一批
违法鸣笛车辆
11 月 7 日，海口交警曝光了一批在禁止鸣笛
路段违法鸣笛的违法行为，机动车在禁鸣路段违
法乱鸣喇叭的，将依法处以 50 元罚款处罚。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在市区自觉禁鸣喇叭，
切实减少城市交通噪声，以实际行动改善我们的
生活环境。请驾驶人自觉遵守“禁鸣”规定，共
同营造良好有序文明的出行环境。 （记者 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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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位于那大镇政府南门东侧，总投资 1.5 亿元，占
地面积 3.5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项目建
设包括教室、图书室、阶梯教室、教学办公室、行政
办公室、食堂、游泳馆等。其中教学楼、体育馆、图
书馆、宿舍耐火等级为 2 级，地下室耐火等级为 1 级，
抗震设防裂度为 7 度，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规划设计
42 个班，可容纳学生 1980 人，项目建成后能满足该市
那大镇周边适龄学生的就读需求，进而缓解儋州市中
小学学位和班额比较拥挤的现象。
（记者 梁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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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海南省残疾人
文化下乡巡演活动走进万宁
11 月 6 日晚，由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残
疾人文化下乡活动，在万宁市礼纪镇莲花村委会举
行。约 1000 多名干部群众一起观看了晚会。
整场演出丰富多彩，贴近时代，节目紧扣
“共享芬芳·共铸小康”主题，接地气的节目表演
赢得了在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记者 陈康 通讯员 吴小静)

群众真实体验火场逃生
11 月 7 日上午，保亭消防大队在保亭政
府老广场举行以“防范火灾风险 建设美好家
园”为主题的“119 消防宣传月现场咨询活
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烟雾通道体验区、咨询
区、灭火器操作区、有奖问答区等一系列项
目的开展。在烟雾通道体验区中，模拟实际
火灾发生时建筑物内的走廊、房间充满黑暗
烟气的状态，让群众真实的体验火场逃生，
更深刻记住逃生技能和注意事项，“零距离”
普及自救逃生和灭火等消防安全常识。
（记者 谭琦 通讯员 李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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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小歌剧《春天的嘱托》

在文昌中学演出
11 月 5 日晚，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小歌剧《春
天的嘱托》在海南文昌中学综合楼大礼堂上演，
为一
千多名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演出。
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的项目负责人介
绍，这是该学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的具体表现，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小歌
剧 《春天的嘱托》 将在省内上演 10 多场，继续走
进高校、社区等地，让更多人欣赏和感受优秀文
艺作品的魅力。
(记者 吴岳文)

医卫

海口市人民医院启动
“高血压达标中心”建设
11 月 7 日，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高
血压达标中心”建设，将进一步规范高血压诊
疗路径，响应分级诊疗政策，整合优势规范管
理，提升高血压达标率，
使更多的患者获益。
高血压是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
素。然而，血压达标一直是一大难题。比
如，高血压患者不规律服药、不难受不吃
药、不爱吃药。
海口市人民医院作为全国首批高血压达
标中心建设单位，努力提升医院的区域示范
作用。今后将统一基层医院高血压病的管理
和服务规范；与授牌基层医院形成良好的双
向转诊制度，使得疑难诊治在三级，慢病管
理在基层；统一培训基层医师，统一规范基
层医师的诊疗流程和随访管理；加强患者教
育，提高患者认知及治疗依从性，促使更多
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
（记者 王洪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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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第一届博鳌智能电网
国际论坛举行
11 月 6-8 日，第一届博鳌智能电网国际
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为期三天的论坛，以
“智能电网·智慧未来”为主题，其中主旨演
讲和分论坛专题演讲是最重要的环节，政府、
高校、行业机构、能源企业等代表将围绕智能
电网领域诸多问题发表观点、探讨交流。
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 《南方电网智能电
网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认为，智能电网贯穿
电力系统各个环节，架构体系涵盖发电、输
变电、配电、用电、调度、通信网络、信息
平台、智慧能源、技术保障等九大重点领
域，是推动能源革命的重要手段、现代能源
体系的核心、支撑社会发展的基石。
据悉，海南正在打造全国唯一的省域智能
电网示范区。 （记者 陈康 通讯员 帅泉 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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