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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通过查询航班票价得知袁9
日海口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
在 5折以下占三分之二遥

海口飞往石家庄尧郑州尧南京尧南
昌尧沈阳尧哈尔滨尧济南尧贵阳尧福州尧兰
州尧昆明尧乌鲁木齐尧呼和浩特的航班袁
票价折扣在 4折以下遥其中袁海口飞往
济南的航班袁 票价低至 2.8 折渊605
元冤遥海口飞往北京尧上海尧长沙尧西安尧
成都尧西宁尧合肥尧杭州尧南宁的航班袁
票价折扣在 5折以下遥海口飞往天津尧
重庆尧太原尧广州尧拉萨尧银川的航班袁
票价折扣在 6折以下遥海口飞往武汉尧
长春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 6折以上遥

商报讯(记者 陈王凤)昨日袁39益
的高温有没有把你晒蔫钥 不知小伙伴
们还是否安好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
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袁 省气象台 5月
8日 17时解除高温四级预警袁 预计 9
日白天袁受南支波动影响袁本岛云量增
多袁高温范围缩小袁但北部尧西部的局
部地区仍维持 37益的高温天气, 请有
关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遥
据省气象局 8日 17时天气预报袁

8日夜间到 9日白天袁北部,晴间多云,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 最低气温 24-
26益,最高气温 35-37益曰中部,晴间多
云,最低气温 23-25益,最高气温 34-
36益曰东部 ,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26-
28益,最高气温 32-34益曰西部,晴间多
云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6-
28益袁最高气温 35-37益曰南部,晴间多
云,最低气温 24-26益,最高气温 32-
34益曰西沙永兴岛尧中沙黄岩岛尧 南沙
永暑礁袁多云,偏南风 5 级,最低气温
28益, 最高气温 33益遥 9日夜间到 10
日白天袁北部尧中部和东部地区晴间多
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 23-28益,最高
气温 32-36益曰 西部和南部地区晴间
多云袁 最低气温 24-28益袁 最高气温
33-37益遥

今日 37℃
还是挺热的

玩野海南麻将冶时经常遇到搭子
与对子同时存在袁它们是相互依存袁
又是相互矛盾袁相生相克的关系遥如
果玩家手中有 6尧6尧7万袁 它既有对
子袁又有搭子袁每张牌都有用处袁别
人打 6万可以碰袁自己摸渊吃掉冤5尧8
万即成顺子袁不论是碰渊吃冤还是摸袁
目的都是尽快做成 野一组牌冶渊顺子
或刻子冤遥 在牌局的前半阶段袁搭子
通常以这种混合形态出现遥 但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袁必须拆牌的话袁就要

比较哪张牌上张的几率高遥
一般新手玩家喜欢打 7万袁留

6万对子遥 而这种习惯性思维常常
把一手好牌打成废牌遥 为什这么说
呢浴是因为搭子上张宽袁容易摸成顺
子渊5尧8 万一共有 8 张冤袁而对子碰
牌有难度渊6万只剩下 2张冤袁如果 6
万现过张或者其他玩家手上也有袁
就很难碰到了遥所以袁遇到类似的情
况需要拆牌时袁 不知道要选择拆对
子还是拆搭子袁 最根本的是比较碰

牌和摸成顺子的概率袁 哪个概率大
就留哪个遥 如果在牌局中袁5尧8万几
乎没有了袁就要拆 7万曰如果 5尧8万
还有几张袁而 6万已经出现过了袁属
于野后对冶袁那就该拆 6 万袁预备摸
5尧8万或者下叫这个口子遥 但是不
管怎么样野海南麻将冶的玩家们都要
明白袁不是每一对牌都碰的到袁特别
三家或四家都要的对子袁 有时到牌
局结束都碰不到遥

野海南麻将冶玩家野猛赢冶说袁不

管是玩实体麻将还是 野海南麻将冶袁
如果对子较多袁有三个以上袁一般情
况下袁应该拆对子袁使手中的对子保
持在三个或两个遥 如果对子是字牌
么九之类非常容易碰出的牌袁那么袁
可以考虑留下这类对子遥 差搭子难
以进张袁好搭子容易进张袁因此袁在
对子和搭子之间选择时袁 还要看搭
子的好坏遥同时袁还要看牌局是否允
许吃牌袁 这对于是拆搭子还是拆对
子有重要影响遥

搭子与对子同时存在该如何取舍？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玩野海南麻将冶时如果对子较多袁又有搭子袁有时就会遇到需要在对子和搭子之间选择去留的问题遥

那么袁是拆对子好呢钥 还是拆搭子好呢钥 商报君认为袁这要看具体情况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遥

海口飞往济南
票价低至 折2.8

亲，乘坐公交时你丢了啥？
海口公交公司院448件遗失物品等待认领袁各种证件居多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冤身份证尧手机尧现金尧钱包尧
钥匙噎噎近期海口天气炎热袁 乘客乘坐公交丢失物品进入高
发期遥 5月 8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口公交集团二分公
司获悉袁 该公司将所属的 30条公交线路捡到的乘客失物袁进
行统一管理登记尧寻找失主袁目前袁共有 448件物品等待认领袁
各种证件占了八成遥

公交车也有丢东西的“高发地带”
一是车厢中部的老弱病残孕专座和对侧的独座遥 这些座位下方空

间较大袁有人习惯放置随身携带的提包尧行李袁下车时疏忽大意忘拿曰
二是位于车厢中部后方的第二尧三排座椅遥 因处于车后轮位置袁这两排
脚下是凸起的袁人在座位上袁双脚翘起袁手机和钱包很容易从裤兜里滑
落曰三是乘客站立时袁双手扶着把手袁裤兜和衣兜里的物品容易给小偷
可乘之机遥
如何正确乘坐公交车和找回失物
乘坐公交车 7条提醒院
1援乘坐公交车时袁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袁尤其是车站尧港口

上下车的乘客袁切忌因匆忙赶路而造成物品遗落遥
2援不要争先恐后拥挤在车门口袁防止扒窃分子乘机作案袁更不要在

车内玩手机尧听音乐而分散精力尧遭扒窃遥
3援上车后不要将拎包尧背包尧手包等放置在窗边尧背后或座椅下方袁

以免下车遗忘遥
4援乘车时钱包尧皮夹等不要放在裤子前后口袋或衬衫口袋内袁以防

滑落及窃贼有机可乘遥
5援一旦发现钱物车内被盗袁应一边观察身边乘客袁一边通知司乘人

员紧闭车门袁并尽可能及时报警遥
6援下车后发现钱物丢失袁也不要慌乱袁有可能你的包已被司乘人员

拾获袁应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或拨打运管部门服务电话袁查找公交车所在
调度室电话询问报失袁必要时可申请查看车内监控遥

7援平时乘车时袁留意公交车的车牌袁以及驾驶员姓名袁通过这些信息
都能很快锁定车辆袁为找回失物争取时间遥

随着夏季的到来袁 乘客衣着单
薄尧口袋较少袁公交车又迎来了乘
客丢失物品的高发期遥

5月 3日上午 8时袁 海口公交
集团二分公司 34路清洁工黄金兰
在对车辆打扫卫生时袁发现乘客遗
落白色手包 1个袁内有 Iphone6S手
机 1部尧 轿车钥匙 1把及多张银行
卡袁当天上午 10时袁调度室通过失
主手机联系到失主韩女士袁并予以
归还遥

5 月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袁海

口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62路司机陈
良坝在车内捡到乘客遗落三星手机
1部袁 调度室通过该手机联系到失
主张大爷袁于当天中午赶来认领遥

5月 5日晚 7时 50分袁海口公
交集团二分公司 43路司机蔡于英
行车回到万绿园调度室袁在检查车
厢卫生时发现乘客遗落钱包 1个袁
调度室通过电话报失联系上失主袁6
日下午失主韩先生前来认领袁经确
认袁 钱包内几百元现金尧4张身份
证尧3张银行卡均未丢失噎噎

近期天气炎热乘客丢失物品进入高发期

针对调度室保存条件受限情
况袁为更好的保管好乘客遗落的物
品袁海口公交集团二分公司利用 20
多天的时间袁将公司所属的 30条公
交线路捡到的乘客失物袁移交到公
司办公室统一管理登记尧 寻找失
主遥 其中袁清理出很多往年的失物袁
可能有些失物将会成为永远的野孤
儿冶袁尽管这样袁公司本着对乘客高
度负责的态度袁暂时野收养冶袁希望某
一天能野DNA冶比对成功袁顺利帮其
野回家冶袁也希望野马大哈冶越来越少遥

经仔细清点袁2016年海口公交
集团二分公司一线司乘人员共捡
到失物 363件袁其中 216件已认领袁
50余件食品尧 菜品变质被处理袁加
上清理出近 3年的野孤儿冶失物袁目
前袁共有 448件物品等待认领袁各种

证件占居了八成遥 其中居民身份证
101张尧银行卡 190多张尧驾驶证 7
张尧老年优待证 17张尧衣物 40件尧
手机 20部尧钱包 20 多个尧钥匙 12
串尧鞋子 8双尧行李包 6个尧手提袋
12个袁还有崭新的电烤箱尧装修工
具尧文件袋尧图纸尧饭盒尧水杯等等遥
很多人会认为公交车上掉东西

的人多数是老年人袁其实不然遥 经
过对已认领的失主及失物人群观察
和估算袁掉东西的主力军其实是年
轻人袁尤其是以野低头族冶居多遥 公
交车是个相对拥挤尧人流繁杂的场
所袁有些乘客上了公交车就玩手机袁
因太过专注袁注意不到周边的状况袁
连钱包从裤兜里滑出或被偷都没注
意袁也有些乘客因玩手机袁慌忙下车
时遗忘了随身携带的钱包和物品遥

448件物品等待认领，各种证件占八成

银市民遗失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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