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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游览区

天涯海角景区能成为情侣必来打卡的地方，是
因为它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男一
女，自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可是，长大之后家长
却“棒打鸳鸯”，为他们另寻配偶。于是，两人携手私
奔。到了天之涯、海之角，他们紧紧相拥，但家人也
紧追而来，为了彼此的誓言，他们欲双双投海。这对
恋人被分开后当场变成了石头，屹立在海岸边。

景区内还有不少情侣必去的地方，携手带Ta造
访这些浪漫之地，许愿树下在心中刻下Ta的名字，
一起情定天涯海角，相爱到老。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还记得《非诚勿扰2》那句经典的台词吗？“咱们
不试七年之痒了，直接试试相依为命。一辈子很
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想必这样的告白，没有
哪个女孩不心动。

电影中有个经典的镜头，在过江龙索道上，舒
淇走在前面，葛优在后面颤颤悠悠地追赶。带着你
的Ta亲身体验一下雨林天桥，当一回男女主角，带
你走过“过江龙”，你就是我的人了。

感受浪漫热带风情之余，还可以站在亚龙湾热
带天堂森林公园的山顶，俯瞰整个亚龙湾的美景。

鹿回头山顶公园

“鹿回头”的故事，流传千百年，阿哥与鹿姑娘
历经磨难，总算是在一起，并且在珊瑚崖建成了美
丽的庄园，成为神仙眷侣。

可以说鹿回头山顶公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情
侣量身定制的景点，每个与爱情有关的地方都有或
凄美或浪漫或温馨的传说，公园内最知名的“鹿回
头”雕塑就是根据海南黎族中流传的爱情故事所建
造，三亚也因此被称作“鹿城”。

许多情侣会在这里登高望海欣赏美丽的日出日
落，也会牵手闲游于“爱”字摩崖石刻、“永结同心”
台、连心锁、夫妻树、仙鹿树、海枯不烂石、月老雕
像、爱心永恒石刻等表达美好情愫的景点。

蜈支洲岛

相传小龙女在蜈支洲岛玩耍时与当地的渔夫相
爱，后来，龙王得知小龙女与凡人相爱的事情后勃
然大怒，并在二人偷偷相会即将拥抱的时刻，将他
们变成两座巨石，时光的流转见证了他们永恒的爱
情，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之间的感情便将这座小岛命
名为“情人岛”。

“520”这天情侣可以在这里玩摩托艇、拖伞、香
蕉船等娱乐项目，这里还是我国首个全岛式婚纱摄
影基地，陪着心爱的Ta在这里漫步“情人桥”，定格

“520”专属记忆也是不错的选择。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位于亚龙湾度假区内，是以
“玫瑰之约 浪漫三亚”为主题，以农田、水库、山林
的原生态为主体，以玫瑰花为载体，集玫瑰种植、玫
瑰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亚洲规模最大
的玫瑰谷。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玫瑰都在你的身边开放，
你是否会相信爱情会地久天长。亚龙湾国际玫瑰
谷，不仅可以让你感受玫瑰花的专属浪漫，也可以
让你闻到各种特色花草的馨香。

趁着“520”，带着你的Ta来三亚度过只属于你
们的甜蜜时刻吧！ （吴英模 整理）

如何消除电动车安全隐患，给居民
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建议，应考虑立法解
决电动车“上楼入户”问题。同时，市场
监管部门应对没有法定资质却仍在生
产和组装的电动车企业予以严厉打

击。物业公司应积极加快小区充电桩
安装进程，相关部门也要完善流程，加
快审批。“群防群治也非常重要，小区业
主们应互相监督，对违禁行为积极劝导
和举报，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一些小区正用智能化手段破解电动

车乱停放问题。上海市闵行区爱博四
村安装了电梯“阻车”系统，电梯里的监
控摄像头和地上的承重感应器能在电
动车一进电梯就发出语音提示，电梯无
法关门。“这套系统试点以来，楼道里不
见电动车踪迹。”该小区物业人员表示。

也有的三亚市民建议，小区在安装
户外智能充电桩时，应考虑日晒雨淋的
问题，规划好停车位和安装顶棚，“三亚
太阳晒且多雨，晴天充电担心温度过高
引起自燃；雨天则担心进水引起短路，
烧坏充电器和电池。”

成都电动车起火事件后，记者走访
三亚多个小区和出租屋，发现仍有极少
数居民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荔枝沟片区一出租屋住户表示，有
时候下班回来太晚，出租屋附近找不到

电动车户外智能充电桩，只能推到屋里
去充电。该出租屋管理员表示，对于电
动车“上楼入户”，会极力劝阻，但总有
个别人偶尔会把车推到屋里充电。该
管理员同时表示，此次事件后会加强管

理和宣传，杜绝电动车“上楼入户”。
在金鸡岭社区，某出租屋住户小萍

说，之前社区未安装户外智能充电桩
时，经常会遇上租户推着电动车进电梯
上楼。“我们公寓的电梯间是正方形的，

电动车进来只能斜着停放，如此一来电
梯内几乎就容不下更多的人了。”她说，
随着户外智能充电桩的普及，电动车乘
电梯上楼现象几乎消失，但偶尔也会遇
上。

那么电动车能否“上楼入户”？记
者查阅资料发现，《公安部关于规范电
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告》对
电动车的停放和充电进行了规定，要
求：“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

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
或者为电动车充电”等。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海
南省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
所消防安全要求》则明确提出，电动自

行车应严格按照划定的停放充电区域
规范有序停放、充电，不得在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或充电，
不应人车同屋、车辆进楼入户。

“电动车在楼道内停放充电，既会

堵塞安全通道，也极易发生火灾，一旦
电动车着火，有毒烟气会顺着楼道迅速
向上蔓延，楼上人员根本无法及时逃
生，危害十分巨大。”吉阳区消防救援大
队有关负责人说。

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李满玲——

教你正确打开营养早餐的方式
最好包含全谷类、奶或豆制品、水果、动物蛋白、蔬菜等

本报记者 吴英模

今 年 5 月 17 日 ～
23 日是第七届全民营
养周，其主题是“合理
膳 食 ，营 养 惠 万 家 ”。
怎样合理膳食？早餐
是关键。

现 代 人 生 活 节 奏
快，很多人因为早上赶
着 上 班 、上 学 或 睡 懒
觉，就随便吃点早餐或
干脆不吃。相关调查
显示，中国人早餐的现
状为：约 20%的人不吃
早餐，而吃早餐的人，
又有相当一部分早餐
结构不合理。三亚市
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
李满玲表示，不吃早餐
危害大。“一日之计在
于 晨 ”，一 天 当 中 ，早
餐最重要，它是一天能
量供应的开始，不仅不
能省，还要吃饱吃好。

不吃早餐易使各种
疾病“找”上门

李满玲表示，不吃早餐绝不是
“饿一顿”那么简单，对人体的危
害非常大。

其一是容易导致低血糖。经
过一夜的睡眠，人体内的营养已
消耗殆尽，血糖浓度偏低，不吃或
少吃早餐，不能及时补充血糖浓
度，上午就会出现头昏心慌、四肢
无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甚至出现
低血糖休克，影响正常学习、工
作。这也就是为何不吃早餐会导
致学习能力和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的原因。

其二是易得胆结石。胆囊内
胆汁在晚饭后重新开始储存，若
隔天不吃早餐，经过约 12 小时的
贮存、浓缩，胆汁中胆固醇饱和度
较高，容易形成胆固醇结晶，日复
一日，逐渐形成结石。

其三是伤害消化系统。正常
情况下，经过一夜的消化，人胃中
食物已空，不吃早餐，胃酸及胃内
的各种消化酶就会去“消化”胃黏
膜层。长此以往，细胞分泌黏液
的正常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很容
易造成胃溃疡及十二指肠溃疡等
消化系统疾病。

其四是导致抵抗力下降。长
期不吃早餐，会导致营养不良，进
而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从而容
易罹患感冒、心脑血管疾病等。

其五是容易肥胖。人体机能
一旦意识到营养匮乏，首先消耗
的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最后
消耗的才是脂肪；不吃早饭，还会
使午饭和晚饭吃得更多，瘦身不
成反而更胖。

好的饮食结构有利
于营养均衡

好的饮食结构有利于营养均
衡，也能减少慢性病的发生。

2021 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以下简
称《报告》）指出，我国居民高油高
盐摄入仍普遍存在，含糖饮料消
费逐年上升；国人全谷物、深色蔬
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

摄入不足；人均水果、奶类、大豆
类食品摄入量仍然较低，高加工
腌制品摄入过多。

《报告》建议，每天应摄入全谷
物和杂豆类 50 克～150 克；每天
应摄入 300 克～500 克蔬菜，深色
蔬 菜 占 1/2；每 天 摄 入 200 克 ～
350 克新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
的食用：大豆摄入量≥1.62克/天，
或豆腐摄入量≥14.4 克/天或大豆
异黄酮26.3 毫克/天；每天 28克坚
果；每天液态奶 300 克；每周应吃
鱼280克～525克。

推荐 5 种“正面”早
餐搭配

根据《报告》不难看出，早餐不

仅不能省掉，还要吃饱吃好——应
当尽量丰盛，搭配最好包含全谷
类、奶或者豆制品、水果、动物蛋
白和蔬菜等，既营养均衡，又能补
充能量。

针对中小学生和上班族早上
时间有限，早餐最好是省事、省
时、简单而又有营养的特点，李满
玲结合人体的能量代谢率，推荐
以下几种早餐搭配建议：

1.饺子/混沌 6 个、鸡蛋 1 个、
坚果 15 克、葡萄干 15 克；

2.杂粮粥（八宝粥）1 碗、鸡蛋 1
个、水果干 25 克或苹果 1 个；

3. 低 糖/无 糖 豆 浆 或 者 牛 奶
250 毫升、鸡蛋 1 个、杂粮饼 50 克、
苹果 1 个；

4.酸奶 1 杯、鸡蛋 1 个、蔬菜水
饺 6 个或者玉米 1 根、圣女果 3 个；

5.牛奶 250 毫升、鸡蛋 1 个、紫
薯 1 个、番茄 1 个。

以上 5 种早餐搭配均遵循平
衡膳食，品种繁多，既保证了主食
和全谷类的摄入，又富含膳食纤
维和维生素，且避免了脂肪含量
较高食物的摄入。

当然，合理的早餐搭配还有很
多种，但都要把握一个总体原则
——奶制品不超过300毫升、蛋白
质不超过 50克，主食不超过 2两，
蔬菜、水果适当搭配，闲时可吃25
克左右的坚果；忌食用腌制品、煎
炸类、高糖、高加工肉制品等，如
果有条件可以增加鱼类的摄入，
多搭配全谷类如玉米、杂豆类。

据网上流传的监控画面显示，一名
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小区居民楼电梯
间，当时电梯内还有 4 人，就在电梯门
关闭的瞬间，电动车从底部开始冒烟并

燃起了明火，仅 3秒火光和浓烟将电梯
内覆盖。

根据成都市成华区应急管理局5月
11 日凌晨发布的情况通报：5 月 10 日

19 时 35 分许，朱家岭一路 8 号丛树家
园小区9栋 1单元 1号电梯内发生电瓶
车燃烧火情，龙潭政府专职队出动 2车
10人前往处置，19时 50分左右火情被

扑灭。
据调查了解，现场电梯内造成 5人

不同程度受伤。

5 月 10 日晚，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小区业主推着电动
车进入电梯后起火，导致电梯内 5 人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包
括一名仅有 5 个月大的婴儿。该婴儿被送往 ICU 时，全身烧
伤面积较大。

现场视频在网上传播后，这一事件登上热搜引发过亿的
关注量，关于电动车“上楼入户”存在的隐患再次为市民敲
响了警钟。

消防部门数据显示，近年来电动车起火致人伤亡的案例
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超过一半电动车引发
的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时。

电动车“上楼入户”屡禁不止，威胁居民生命安全，该如何破？

“立法+N”合力消除隐患
本报记者 吴英模

案例：电动车电梯内失火5人受伤

现象：三亚也有电动车乘电梯“上楼入户”

规定：电动车不得在楼梯间停放充电

解决：多方合力消除隐患

·健康之窗·

当三亚遇见“520”

这些景区带给你
不一样的浪漫

“520”是一个网络词汇，是“我爱你”的谐音。近
年来，5月20日这一天被定为“网络情人节”或“表白
日”，是情侣们为心爱的TA表达浪漫的日子。

说起浪漫，据统计，全国最受情侣欢迎的城市
中，三亚因其秀美的自然风光、浪漫的爱情典故而榜
上有名。在“520”这天，你将带着你的 Ta 到三亚的
何处度过只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刻？

一对情侣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摆出心型手势
拍照留念。本报记者 陈聪聪 通讯员 范勇 摄

游客在玫瑰谷游玩。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