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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三亚的游客，想必对蜈支
洲岛旅游风景区的美景早有耳
闻。而细心的游客来到景区会发
现，在这里，连垃圾分类也是一道
风景线。近日，记者实地了解蜈支
洲岛旅游风景区的垃圾分类。景

区游人如织，在通往游客通行的夹
道上，放置着四色分类垃圾桶，垃
圾分类的标语板色彩鲜明地嵌在
边上。

待登上了岛，各色海洋生物形
状的垃圾桶映入眼帘。景区工作

人员小韦介绍：“景区订制了75组
可爱的珊瑚宝宝垃圾分类箱，通过
在垃圾箱上做文章，吸引游客自觉
将垃圾分类入箱。”

“之前就知道这里风景很美，
没想到环保也做得那么好。”在游
客接待处，来自山东的游客叶玲
赞叹。细心的她发现景区所用的
饮料吸管早已替换为纸质吸管。
玩家接待中心所用的纸杯、岛上
餐厅用的打包盒、小食店用的纸
袋，全部换成了纸浆类的全生物
降解制品。小韦告诉记者，景区
已从采购渠道方面控制，不采购
一次性塑料制品，选用可降解材
质替代。

在接待中心短暂休息后，记者
坐着观光车跟着一辆铁皮车——
垃圾分类收运车，一路驶向本次参
观的终点站：垃圾分类场。路上每
经过一个垃圾桶，景区工作人员都
从车上下来，动作麻利地打开垃圾
箱，将垃圾打包抛到车上后给箱子
换上新的垃圾袋。“景区清洁员在
清理垃圾箱时，会再次分类回收进
行统一打包处理，保证分类垃圾不

混淆。”小韦说。
景区负责人蒋经理告诉记者，

政府为景区提供了 70组四分类垃
圾桶和 2 辆垃圾分类收运车使垃
圾回收分类更便捷，减轻了分类工
作量，提高了回收效率。帮助景区
新购入高压洗车机、清洁工具车、
厨余垃圾桶、有害垃圾桶等设备，
用于冲洗、清洁、消毒、分类和回收
等垃圾清理工作，提升了工作效率
及垃圾清理过程的规范性。

颇为宽敞的垃圾分类场内，工
作人员正在有序忙碌着。记者注
意到，垃圾分类场的四周干净整
洁，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被
分别打包在两个隔间。“我在景区
工作快 7年了，以前我们是 4个人
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现在景区越来
越重视这项工作，增加到 19 个人
负责，每个人各司其职，效率提高
了，也减轻了工作量。”景区垃圾处
理领班吉儒明说。

“垃圾分类场主要是处理生活
垃圾，厨余垃圾在厨房就已经分类
处理好了。这里一天能处理七八
吨的生活垃圾。”蒋经理说，除了垃

圾分类场，景区海洋部、海上娱乐
部、潜水部等多个涉海运营部门均
会监控海面环境，定期清理海洋垃
圾，保护海底生态。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不但能让垃圾处理效率变高，
环境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让资源
再生。

当前，三亚正全面科学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水平。5月 14日，三亚市深化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动员部署
会暨巩卫工作分析会议召开，对
《三亚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
（审议稿）（以下简称《方案》）进行
解读，三亚梳理出9个方面47条任
务清单，明确到 2023 年实现生活
垃圾源头减量科学化、分类投放精
准化、分类收运规范化、分类处置
多元化、分类覆盖全域化。

垃圾分类，事关千家万户，如
何积极参与？蜈支洲岛风景区用
精心打造的这道“风景线”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高温天气农作物染病

“芒果出现病虫害情况严重，
打药也不见好转。”近日，三亚连
续高温，吉阳区大茅村委会新村
小组果农蔡大哥和中廖村委会
芭蕉村小组杨大哥的芒果树出
现了病害情况，正处于采收期，
本来价格低迷，加上病虫害，这
可怎么办才好？情急之下，他们
给市热作中心拨打了求助电话，
中心派出技术人员王家林到果
园了解情况，提供技术支持。

“芒果出现病虫害的原因是
疏于防范病害和晚间湿度大引
起的。”王家林到蔡大哥的果园
后，发现芒果发生了大量的露
水斑病。找到“病根”后，他立
即指导蔡大哥加强芒果成熟期
管理和注意事项，预测近期行
情，让他尽快处理掉芒果，减少
损失。

在杨大哥的果园里，王家林
通过调查发现，他家的芒果正
抽第二蓬新梢，由于天气火热、
干旱缺水引起病虫害。王家林
随后指导他如何进行病虫害防
治。

农业部门多形式防病虫害

在高温、高湿气候条件下，
植株易发生病原菌侵害，在病虫
害管理上，提前预防是重点。当
前三亚水稻病虫害不同程度发

生，稻飞虱总体中等偏轻发生，
局部重发生，早稻处不同生育
期，加上气候适宜，为稻飞虱转
移迁飞为害提供了有利环境，如
防控不及时不到位，将造成粮食
损失。

为避免水稻病虫害爆发成
灾，市农技中心到崖州区抱古村
委会开展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
示范，针对水稻病虫害，大力推
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减少农药用
量，共防治水稻田 947 亩。“有了
技术人员的指导，我们也放心
了。”农户高大哥说。

在农田里，三亚高级农艺师
袁伟方向农户讲解水稻病虫害
防控注意事项及病虫害识别，推
进无人机专业化统防统治，普及
水稻病虫害防控知识。

有技术人员指导，农户还得
掌握一些技术才行。为此，三亚
农业部门组织相关单位深入天
涯区、育才生态区开展农业机械
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提高农民农
业机械安全生产意识，强化安全
发展理念。此外，三亚农业部门
还结合实际，探讨健全病虫害监
测体系建设、打造农药化肥减量
示范区，进行统防统治，尤其在
芒果种植上实现技术突破。

专家开“避暑”良方

“高温天气，营养蒸发比较
快，土壤容易变干，所以要增加

浇水的次数……”针对高温天气
下农作物易发生病虫害情况，市
热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文忠
分析，每年的11月份至第二年的
5 月份较干旱。由于气候变暖，
许多年份干旱严重，严重影响了
槟榔、椰子、芒果、菠萝蜜等热带
水果产量的提高。在生产中，部
分农民资金充足，科学认识高，
投资开挖水井，安装喷灌、滴灌
等设施 抗旱，效果好，增产 显

著。部分农民由于资金不足，或
者科学认识不够等原因，不建设
抗旱设施，靠雨水种植管理，种
植成活率低，产量低。

周文忠说，抗旱方法有许多，
如以肥增水抗旱、生草抗旱、用
草覆盖树盘抗旱、在新种的热作
水果园进行间种抗旱、防治病虫
害抗旱等方式。他提醒，给农作
物灌溉补充水分时，应避免作物
过干过湿，应在早晨或傍晚进行

浇水；给农作物施肥时，做到基
肥充足，追肥少量多次；在植株
花果期，增加磷钾肥用量，减少
氮肥用量。

此外，在高温、高湿气候条
件下，植株易发生病原菌侵害，
在病虫害管理上，提前预防是
重点，建议农户引进和种植适
应性广、抗性强、品质优良的耐
热耐湿的瓜菜品种，确保增产
增收。

高温天气 三亚专家给农作物“退烧”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植保无人机在崖州区农田间进行撒药作业示范。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Sy

关关俱揪 在蜈支洲 垃圾分类 你我好逑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景区工作人员将垃圾桶内的垃圾分类打包装车。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
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
的传人……”近日，海南鲁迅中学附属小学开展第
二届“党旗引领成长——庆祝建党 100 周年”诵读
活动。

当日，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在诵读活动领诵老
师带领下，各班主任走到班级最前面，面向同学。
全体同学屏气凝神。主持人诵读一句，全体同学跟
着诵读一句。声音高亢响亮，整齐划一，伴随琅琅
诵读声，家长们的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该校校长吴新红介绍，海南鲁迅中学附属小学
自建校以来，就把诵读经典活动作为一项特色来打
造，致力于传承中华灿烂文化和优良传统，积极倡
导“与经典为伴，与圣贤为友”，让学生在诵读中沐
浴经典诗文的恩泽，享受阅读的快乐，不断提高学
生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质，陶冶了学生情操，丰富
了校园文化生活。

据悉，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目前，三亚各中小
学校正积极开展诵读百年党史、红色经典、英雄故
事、抗疫事迹等作品与经典诗篇，缅怀革命先烈，传
递榜样力量，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三亚中小学校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林）“快来村口看电影！”5月
17日，当夜幕降临，育才生态区抱安村委会门前灯
火通明。原来，是三亚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
在此拉开序幕。还有其他村村民专程赶来观看，给
这座宁静的小村庄增添了别样的乐趣。

听说村委会门口要放露天电影，村民邓海荣显
得格外兴奋。“因为育才没有电影院，平时也没时间
去看电影，今晚村里搭起了临时影院，把红色电影
送到村门口，既方便我们各村之间联络感情，又能
学习党史丰富生活，这种学习形式非常好。”

观影结束后，抱安村党总支部书记麦伟托感慨
万千：“看了这部电影，我很感动。要感谢千千万万
的党员，是他们给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正是
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村才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他表示，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覆盖每个人，这
样的形式村民们比较容易接受，能轻松地把党史知
识记在心里。

据悉，本次展映展播活动从本月起持续至12月
底。

红色电影进农村
党史教育进“家门”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

关注高考Sy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本报讯（记者 林林）“今年政
治科试题有哪些变化？”“复习时应
该关注哪些时政热点？”“数学如何
冲刺提分？”“最后时段数学刷题还
有用吗？”5月18日上午，由三亚市
教育局、三亚市教培院指导，三亚
传媒影视集团联合三亚多家重点
中学举办的“2021 赢在高考·高考
专家面对面”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特
邀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政治备课组
组长王耀华和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数学教师申淇文做客直播间，为广
大学生及家长分享备考攻略，把握
考前关键“得分点”。

政治：
不忘回归课本

“复习需要抓重点，那么重点
抓基础就是不变的真理。”在直播
间内，王耀华以“背诵与技巧相结
合”为主题展开讲述政治的备考策
略。他说，高考政治以老课本为
主，兼顾新课本，2021 政治新课标
上都是考试点，复习时千万不要离
开课本，只要利用好课本和往年真
题，辅以一个好的心态，考试时必
能从容应对。

“最后这段时间，要把近十年海
南政治的高考真题利用起来，因为
它具有权威性，还有科学性以及严
谨性，我们要赏析真题，寻找其中的
出题点，避免题目中设的陷阱，再归
类总结，避免在同样类型的题目中
掉到‘坑’里。”王耀华表示，要透过
真题去研究本质，寻找出题点，尝试
以出题专家的角度思考问题，一套
真题用活了，胜过百套模拟题。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经济角
度分析消博会、如何改善我们海南
的营商环境、海南如何发展更高层
次的外向型经济……谈及今年的
政治热点时，王耀华说：“消博会、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海南自贸港
建设等话题将是考察重点，从经济
角度、唯物史等多方面都可以考
察，但归根结底学子们还是以课本
为主，因为时政本身只是考察载
体，只要本领过硬，就不必过于担
心。”王耀华提醒成绩中等的同学，
背诵要有技巧，最后冲刺阶段的背
诵，可以结合题目，相应题目对应
相应知识点，这样既能获得知识
点，也能节约时间，弄清答题方向。

数学：
切忌钻研难题

作为备受关注的数学，最后
20 天，应当如何复习呢？面对网
友的提问，申淇文说：“把握最后
20 天，数学完全可以实现突破。
因为数学科目题型相对固定，擅
长的同学得心应手，不擅长的同
学也不用紧张，只要把自己掌握
的知识点拿到满分，成绩也会相
当可观。

申淇文提醒，接下来几天，需
要做好以下准备。第一要回归教
材，通过课本的例题让自己对题目
以及各种定理加深理解；第二要把
握主干知识，以不变应万变。考前
复习，冷静应对，切忌面面俱到。
紧抓自己掌握得不错的专题知识，
扬长避短，保证考时相应模块拿到
满分，没必要再纠结难懂的知识
点；第三要答题规范，不怕难题不
得分，就怕题题都扣分，会做的题

目一定要拿到满分，不要每题都失
了步骤分；第四要学会总结，把近
期做错的题再看看，适当做些基础
题或者中等难度题，保持“题感”，
既要练习也要总结，不要只看不
练，也不要光练不看。

19日，“2021赢在高考·高考专
家面对面”大型公益直播节目将聚
焦英语科目，上午 9点在 FM104.6
天涯之声融媒体直播间与海南中
学三亚学校英语备课组组长吴艳
一起，继续
为 广 大 考
生 和 家 长
献 上 干 货
满满的“备
考宝典”，
助 考 生 成
绩 再 上 一
个台阶。

海南中学三亚学校教师做客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直播间解读怎样“赢在高考”

政治数学：回归课本 勿“钻”难题

扫二维码看视频直播

进入 5 月，三亚开启“炙烤模式”。高温天气下，田间的农作物容易“发高烧”，产生各种病虫害，影响收成。农作物如何“避暑”呢？
连日来，三亚农业部门通过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指导、开展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示范、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活动等多种方式，为农户
排忧解难，助力增产增收。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张峥 特约记
者 王善涛）4月 21日，印尼海军“南伽拉”号潜艇在
巴厘岛以北海域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失联。5月初,
由两艘中国海军舰船以及一艘中科院科考船组成
的中国舰艇编队相继抵达印尼相关海域，协助救援
印尼失事潜艇。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特派记者搭乘
中国舰艇编队到现场进行报道。截至5月18日，中
国舰艇编队已完成 13 个潜次的勘测任务，取得阶
段性成果。

据中国海军南拖 195 编队指挥员曹鹏介绍，此
次在印尼海域协助救援印尼失事潜艇，是由中国海
军远洋救生船 863 船、远海救助拖船南拖 195 船以
及中科院深海所“探索二号”科考船组成的中国舰
艇编队具体执行。

截至 5 月 18 日，在中国军方和印尼军方的合
作下，“探索二号”船搭载的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
号先后完成了 13 个潜次的勘测任务。据“探索二
号”船TS2-7 航次首席科学家陈传绪介绍，通过这
些潜次的勘查作业，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南伽拉”号
潜艇水下的情况，通过潜载测深侧扫设备获得了失
事潜艇主要残骸部件精确的形态及位置信息；对失
事潜艇散落的艇艏、舰桥、艇艉进行了细致地水下
拍摄，基本摸清了三个主要部位的水中状态、地形
外貌及由此形成的海底冲击坑，同时新发现一处前
期未被探明的散落的疑似潜艇艏翼和多处中小尺
寸的潜艇部件。

同时，“深海勇士”号也从海底回收了一些失事
潜艇的零散物品。特别是在第六次下潜作业中，

“深海勇士”号跟“探索二号”船协同作业，成功回收
了重达 700 公斤的救生筏。对于这些打捞上来的
物品，“探索二号”船上的科学家迅速地进行清洗、
整理。“探索二号”船TS2-7航次领队助理、对外联
络专员张维佳介绍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对于相关勘查数据、水下图片、视频以及打捞上来
的物品等，中方都毫无保留地及时、稳妥移交给印
尼军方。

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业务交流，在中国驻印尼
大使馆的协调下，印尼军方、中国军方、中国驻印尼
使领馆、“探索二号船”科考团队等多方，建立起线
上沟通的机制，通过定期举行视频会议的形式，对
于打捞过程中的相关技术问题进行高效透明的沟
通。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国防武官陈永靖表示，这是
中国、印尼双方进行的一次重大人道主义救援行
动，对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两
军互信互助与合作意义重大。面对深海打捞这一
世界性难题，中国、印尼双方相关部门和任务船只
保持紧密沟通与协作，取得水下勘测阶段性成果。

当前，中国舰艇编队已从水下目标勘查阶段
转入打捞攻坚阶段。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特派记者
跟随报道
中国舰艇编队协助救援
印尼失事潜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