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陈
安宇 通讯员 刘琰冤5月 7日晚袁 由龙
华区主办袁海口市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承办的野耶双创爷在我家冶琼剧文艺巡演
进行了首场演出遥
据悉袁在龙华区的牵头下袁海口市

琼剧演艺有限公司 60多人经过两个
月的创作袁 成功创作排练出了多个以
野双创冶为主题的琼剧独幕剧遥 当天首
场演出成功后袁野耶双创爷在我家冶琼剧
文艺巡演还将继续进社区尧 进乡村进
行 29场的巡演遥 创作者表示袁把野双
创冶题材的琼剧送到社区袁一方面是送
文化进基层袁另一方面是把野双创冶宣
传送到基层袁让野双创冶深入人心袁提高
广大市民的野双创冶参与率遥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 臧会彬 通讯
员 楚洪雨 摄影报道冤野妈妈你的腿不
好袁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袁就是
带您坐一次飞机噎噎冶5 月 8 日母亲
节袁 南方航空在 CZ6243三亚-郑州航
班上开展野母亲节云中寄耶情书爷冶主题
活动袁邀请旅客在母亲节亲笔写下对母
亲的爱与祝福袁用书信的方式表达自己
对母亲的爱袁获得旅客好评遥 其中三名
旅客的致母亲的野情书冶袁被客舱全体旅
客们推选为最感动的母亲节表白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5日下午袁海
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携同海南国健高
科技乳业有限公司在海口市社会福
利院共同举办了以 野关注特殊群体尧
关爱儿童成长冶为主题的公益活动遥
该活动中袁 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

公司通过省宋庆龄基金会向海口市
社会福利院和海口雨润特殊儿童教
育培训中心分别捐赠奶粉 358罐袁学
生钙粉 4420罐遥 据了解袁该公司于 4
月 21日通过省宋庆龄基金会已向海
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捐赠了奶粉 1800
罐和学生钙粉 8334盒袁两次捐赠物品
市场价值共达人民币 3609409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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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梁
崇平冤认领野微心愿冶尧给环卫工人送绿
豆汤尧 开展卫生大扫除尧 组织文明劝
导尧发放宣传资料尧组织义诊尧免费理
发尧免费维修家电噎噎7日上午袁海口
市美兰区野百家千场万人行冶志愿服务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遥

海口市福利院
获赠爱心奶粉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 摄影报
道冤野孩子的生日是妈妈的受难
日浴 冶 这是广大母亲对于遭受
野十月怀胎之难袁 一朝分娩之
痛冶的真实发声遥生孩子到底有
多痛钥 5月 8日是母亲节袁一场
别开生面的男人体验分娩阵痛
大挑战在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
院正式开启遥 入围决赛并获得
挑战赛冠军者将可拿到万元分
娩基金遥

本次挑战大赛分三轮预

赛袁一轮决赛遥活动现场被装扮
成模拟分娩室袁 利用腹部阵痛
仪袁 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
进行野分娩阵痛冶挑战遥据介绍袁
分娩阵痛模拟仪可以通过弱电
流的方式刺激肌肉收缩袁 最终
达到女性分娩所产生的阵痛
感遥 体验者可根据自身感受选
择不同级别进行挑战遥 首轮挑
战赛于 5月 8日母亲节当天正
式启动袁 后两轮预赛分别在 5
月 14日尧5月 21日举行袁 决赛

时间为 5月 28日遥 活动期间袁
凡 20-45岁的中青年男士 渊无
心脏病尧高血压等病史冤均可报
名参加遥活动设置一等奖 1名尧
二等奖 2名尧三等奖 3名袁奖项
分别为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分娩基金 10000 元尧5000 元和
2000元遥 通过投票选出的最佳
人气奖袁将可获得 3000元体检
券遥此外袁凡参赛的挑战者都将
获得一份精美礼品或纪念币遥

海口美兰区

“百家千场万人行”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海口龙华区

“双创在我家”
琼剧进社区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袁市民参与 野龙华双创随手拍冶获得微信红包只需要
通过以下 4个步骤操作即可院1.市民需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现场进行身
份录入遥2.有微信号袁且会使用微信遥监督员需成功关注野海口市龙华区冶微信
公众号院点击页面右上角野添加朋友冶寅搜索野海口市龙华区冶寅点击关注寅
出现以下界面袁表示关注成功遥 3.关注后袁监督员能每天上报问题 1件以上袁
连续 5天不上报问题将取消监督员资格遥 监督员每月更新一次遥 4.待所报情
况处置完结袁验收结案后袁将给予每条信息人民币 3元红包奖励遥

野把你们看到的不文明现象都拍下袁 把照片发给我
们袁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整治处理问题袁您的随手一拍袁
就能将城市文明进程推进一步遥冶8日下午 5时袁海口市龙
华区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主办的野龙华耶双创爷随手拍冶监督
员招募活动在解放西路举行遥
据介绍袁本次活动招募的 100名龙华野双创冶监督员袁

如发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袁就可通过龙华野双创冶随手
拍系统袁直接报到该问题的处置人员的手机上袁实现了任
务的野直派冶遥 为了激励广大市民参与袁监督员所发现上报
的问题每处置完一条袁区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将给予每条
信息人民币 3元红包奖励遥

龙华区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袁为便于
巡查人员和职能部门及时报送并处置城市管理中的问
题袁进一步完善龙华区野双创冶长效机制袁龙华区政府办和
市信息中心联合开发了野耶双创爷随手拍冶问题上报系统遥
该系统功能简单尧方便尧快捷袁技术人员先将各级各类处
置人员及工作范围尧工作时间和相关处罚标准尧处置时限
全部录入系统遥 当问题办件发出后袁 后台系统会自动匹
配袁1秒自动野直派冶到处置人员手机上遥 而该系统的统计
功能也是一大亮点袁可自动统计各辖区上报的情况袁工作

人员根据上报情况的统计数据袁进行科学分析袁找出问
题产生以及问题多发的原因袁积极调配人员力量袁对问
题进行根除遥 不仅如此袁通过该系统袁区野双创冶工作指
挥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了解每一条办件的处置情
况袁监督问题处置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成遥 辖
区负责人也可以通过手机了解到本辖区内上报的
情况袁 以及上报的情况是否在第一时间得到解
决遥

8日下午招募活动现场袁 吸引了许多市民
前来报名袁大家带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现
场进行身份录入袁 其中前 100位有微信号且
会使用微信的热心市民成为了龙华区 野双
创冶监督员遥 据介绍袁监督员每月更新一次袁
监督员们须每天上报问题 1件以上袁 连续
5天不上报问题将取消监督员资格遥 使用
龙华野双创冶随手拍系统上报有效信息连
续 3个月袁且每月信息在 100条以上的
市民袁还将获得野龙华区双创优秀监督
员冶称号并被表彰袁而这样的招募活
动今后还会不定期举行遥

姻 商报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陈安宇 通讯员 刘琰 文 \图

5月 8日下午袁由海口市龙华区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主办的野龙华耶双创爷随手拍冶监
督员招募活动在解放西路正式启动遥现场招募 100名市民监督员遥为了激励广大市民
参与袁监督员所发现上报的问题每处置完一条袁区野双创冶工作指挥部将给予每条信息
人民币 3元红包奖励袁据悉袁这样的微信奖励方式在全省也是第一次遥

银市民正报名当野双创冶监督员

如何获得红包奖励？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 文
实习记者 王棣 \图冤买束鲜花来
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袁被越来越
多的人们所接受遥 昨日是母亲
节袁海口市南大桥鲜花一条街的
鲜花热销起来袁深受市民青睐的
康乃馨尧百合和玫瑰等插花花卉
非常野抢手冶遥

昨日中午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记者走访海口市部分花店看到袁

前来购买鲜花的顾客络绎不绝袁
店家生意兴隆遥

在海口市南大桥鲜花一条
街袁记者看到袁花店的工作人员
正在忙碌地包装花卉袁其中一个
正在整理花卉的十岁小朋友吸
引了众人目光袁他便是这家花店
的小老板遥 他的母亲告诉记者袁
今天因为是母亲节袁很多人都过
来买鲜花送给母亲袁野有些忙袁就

把小孩带来店里袁 想不到
孩子还能帮忙整理花束遥 冶
花店老板告诉记者遥
在购买鲜花的人群中袁有一

名骑着自行车过来的初中生袁这
位学生正在将康乃馨放在黑色
塑料袋里遥 他告诉记者袁他是用
自己平时省下的零花钱给母亲
买的鲜花袁待会回家给妈妈一个
惊喜遥

商报讯 渊实习记者 乔建华 摄影报道冤5月 8日上午 10
时袁以野儋州粽爱一生袁感恩伟大母爱冶为主题的儋州粽子宣
传推广季启动仪式暨庆祝第 20届母亲节公益活动在海口明
珠广场举行遥来自儋州包括那大广和粽尧五哥粽尧福海黑姐粽
等将近 30家知名粽商带着种类丰富香软浓郁的粽子齐聚明
珠广场袁为广大食客朋友带来一顿美味的粽子大餐遥据悉袁本
次粽子推广活动将进行四天袁至 5月 11日结束遥

据了解袁儋州标准的粽子大概一个有 8两重袁绝大部分
都是加肉加蛋黄的粽子袁销售价格为 15元一个遥记者在现场
看到袁不少往来的市民都聚集在各个粽子摊位前品尝不同口
味的粽子袁不少食客还购买了不止一箱的粽子遥

儋州30家知名粽商齐聚海口做公益

儋州粽爱一生
感恩伟大母爱

昨日母亲节 海口鲜花店生意火爆

母亲节感恩妈
买束花送给她

别开生面的男人体验分娩阵痛大挑战昨日开启

母亲节男子挑战分娩阵痛 争万元分娩基金

母亲节南航开展书信送祝福

旅客云中写下
致母亲“情书”

银 市民买鲜花
送给母亲

银 市民在品尝粽子

银 最感动母亲
节表白获奖者

银 男子体验
分娩阵痛

看见街头脏乱差随手一拍奖 3元
海口野龙华双创随手拍冶面向市民开放 招募 100名市民当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