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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活通

G 公益
儋州市“慈心之旅”救助公益项目启动

海口地区天气情况

居民医疗保险，所在家庭为当地民政部门确认的城乡低
收入的困难家庭，并由儋州市慈善总会指定医院最后诊
断确定患有符合手术标准的先天性心脏病。
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可向儋州市慈善总会自愿提出
申请，并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慈心之旅”儋州市贫困家
庭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救助项目申请审批表。
（记者 梁振文）

本届胎教音乐会属纯公益活动，面向广大准爸妈免
费演出，邀请海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十余首脍炙人口的
经典曲目，让胎宝宝在流动的音符中感知父母的爱。
（记者 王洪旭）

S 赛事

晴转多云 风力 3-4 级

▽
今日
三亚 多云转晴 15~24℃
陵水 多云转晴 14~20℃
万宁 多云 14~19℃
琼海 多云 13~20℃
屯昌 晴 10~19℃
琼中 晴 9~19℃
五指山 晴 8~20℃
儋州 晴 9~19℃
临高 多云转晴 12~21℃
昌江 晴 11~20℃

中央民族歌舞团《弦歌逐梦》音乐会

5 日，A 股市场全面上涨，个股呈现普涨
格局。当日，上证综指以 2886.52 点高开，全
天震荡走高，最终收报 2899.47 点，较前一交
易日涨 21.35 点，涨幅为 0.74%。
深证成指收报 9799.07 点，涨 111.12 点，
涨幅为 1.15%。创业板指数涨 2.15%至 1709.83
点；中小板指数涨 1.63%至 6232.74 点。
沪深两市个股呈现普涨格局，上涨品种逾
3000 只，下跌品种近 600 只。不计算 ST 个
股，两市约 40 只个股涨停。
（据新华社）

选手在比赛。

A 股市场全面上涨
个股呈现普涨格局

2019 海南省青少年冲浪锦标赛

在万宁日月湾开赛

12 月 5 日下午，2019 海南省青少年冲浪锦标赛
在万宁市日月湾正式开赛。来自三亚市、万宁市、
儋州市、琼海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十支冲浪队伍
共 60 名运动员齐聚日月湾同场竞技。比赛将于 12
月 5 日至 8 日期间分别角逐出男子长板、男子短
板、女子长板和女子短板等奖项。
此次赛事同时还为青少年冲浪运动员提供了冲
浪裁判员学习的机会，不仅让运动员在本次比赛中
得到锻炼，也为今后的国内冲浪赛事裁判做好人员
储备。
（记者 陈康 通讯员 吴小静 文/图）

第二届北部湾城市运动会
儋州 101 名运动员参加
日前，记者从儋州市旅文局获悉，由北部湾经
济合作组织、广西省玉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
北部湾城市运动会定于 12 月 6 日至 16 日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玉林市举行，儋州市将派出 101 名运动员，
参与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中国象棋、气
排球等六个项目的角逐。
（记者 梁振文）

K 科普
气候变暖或导致候鸟变小
美国密歇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北美地区
候鸟最近数十年内个头变小，翼展变长。他们猜测这
可能由气候变暖导致。
研究涉及 1978 年至 2016 年期间春秋两季迁徙时因
撞上芝加哥高楼死亡的 70716 只鸟。这些鸟分属 52
种，多为鸣禽，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收集。对这些鸟的测量结果显示，52 种

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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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1888 999 5550
儋州：1888 999 5557

明日
多云转晴 15~23℃
多云 15~20℃
多云 15~19℃
多云 13~20℃
多云 10~19℃
多云 11~19℃
多云 9~20℃
多云转晴 9~19℃
多云转晴 9~20℃
晴 11~20℃

（数据源：
中国天气网 12 月 5 日 23 时）

在椰城举行惠民演出
12 月 4 日 至 5 日 ， 由 省 旅 文 厅 主 办 的
《弦歌逐梦》 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
作 为 2019 年 精 品 惠 民 剧 目 活 动 ，《弦 歌 逐
梦》 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一带一路”追梦系
列的最新制作。音乐会在坚持少数民族返璞
归真的音乐本质的基础上，融合当代国际流
行音乐元素，给观众带来视听享受。本次演
出以惠民形式售票，观众可通过海南省歌舞
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公众号购票。
（记者 田春宇）

15-19℃
省内各地天气情况

大型公益胎教音乐会 22 日举行 准爸妈可免费观看
3 日，记者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获悉，以“爱
与生命同行”为主题的第四届现代大型公益胎教音乐会
将于 12 月 22 日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为孕妈奉献一
场动听的音乐盛会。

15-19℃

多云转晴 风力 3-4 级

明日

近日，儋州市慈善总会联合儋州市人民医院开展
“慈心之旅”救助活动，对儋州市低收入的贫困家庭，
年龄在 2 至 14 岁患有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动脉
导管未闭、肺动脉狭窄等先天性心脏病儿童采取手术费
全免的方式进行救助。
据了解，本次活动首批救治 20 例，患儿需具有海
南省儋州市户籍，在当地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

▽

今日

将免费救助 20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鸟体型在这期间均变小，平均每只鸟体重减少 2.6%，
腿骨长度缩短 2.4%，翼展增加 1.3%。研究人员根据伯
格曼法则推测，这些变化可能因气候变暖引发。
依据伯格曼法则，同一种动物生活在较温暖地区
的个体通常小于生活在较寒冷地区的个体。研究人员
认为，翼展增加可能是鸟为适应体型变小情况下还要
长途飞行作出的改变。
（据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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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活动
海口观澜湖侨中
首届校园足球文化节开幕
进入冬季，我国北方早已白雪皑皑，而在
海口观澜湖足球训练基地，仍然绿草茵茵。12
月 5 日，被评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
的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首届校园足球文化
节开幕式在这里举行。观澜湖集团副主席朱鼎
耀、海口巴萨足球学院外籍教练员、学校师生
等共计 15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朱鼎耀介绍，此次观澜湖侨中校园足球文
化节，依托海口巴萨精英足球学院的强大资
源，让孩子们感受足球的魅力，进而更喜爱足
球这项运动。
（记者 田春宇 通讯员 鲁海政）

J

健康

美开发月服避孕药
美国一个科研团队发表报告说，他们正在
开发一种长效口服避孕药，每月只需服用一
次，应用后有望大幅减轻女性日服避孕药的负
担。此前一项国际调查发现，采用日服避孕药
的女性中，有超过半数人在 3 个月内至少有一
次忘记服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
团队在美国新一期 《科学·转化医学》 杂志发
表论文说，他们开发的这种新型避孕药是一种
由明胶包裹的胶囊，胶囊进入胃中后会释放出
一个给药系统，在胃中停留数周，缓慢释放出
避孕药物左炔诺孕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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