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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袁 海南省气象局 2017年
12月 20日 17时继续发布寒冷四
级预警: 受强冷空气影响袁预计 21
日凌晨袁海南省儋州尧白沙和琼中
最低气温仍在 10度及以下遥 请有
关部门做好防寒工作遥

据监测袁 受强冷空气持续影
响袁20日凌晨袁 全岛 18个市县共
有 152个乡镇 渊区冤 的气温低于
10益渊含 9个市县城区冤袁 其中 14
个市县渊除文昌尧琼海尧万宁尧陵水
外冤共有 73个乡镇渊区冤的最低气
温低于 7益袁儋州尧临高尧琼中尧五
指山尧白沙尧昌江和澄迈 7各市县
共有 17 个乡镇的最低气温低于
5益, 最低为儋州市排浦镇 2.8益曰
19日白天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
气温为 16耀19益袁五指山以南地区

为 21耀25益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21 日白

天起强冷空气减弱袁 全岛气温逐
日回升袁海上大风逐渐减弱遥

具体预报如下院陆地方面袁21
日凌晨中部山区和西部局地的最
低气温为 7耀10益袁 其余地区为
11耀14益曰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
区为 17耀20益袁五指山以南地区为
22耀25益遥

21日白天到夜间袁 海南岛多
云曰 最低气温中部山区和西部局
地为 12耀14益袁 其余地区为 15耀
18益曰 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为 19耀21益袁 五指山以南地区为
23耀26益遥

22日白天到夜间袁 海南岛多
云间阴天袁北部尧中部和东部的局

部地区有小阵雨曰气温继续回升遥
海上大风预报院21 日白天起

上述预报海区风力逐渐减弱到 5耀
7级曰20日耀21日白天袁 南沙群岛
附近海面风力将增大到 8耀9级尧阵
风 10耀11 级袁21 日夜间起减弱为
6耀7级尧阵风 8耀9级遥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袁野启德冶将

以每小时 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
方向移动袁 强度维持或有所加强袁
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到台风级
渊10级袁25耀28米/秒冤遥野启德冶对海
南省陆地和近海无直接影响袁但受
其影响袁20日耀21日白天袁 南海南
部海域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将增大到 8耀9级尧 阵风 10耀11级袁
21日夜间起减弱为 6耀7级尧 阵风
8耀9级遥

2.8℃之后，今日起琼岛逐渐回暖
多个市县最低气温仍在 10益左右 @岛民袁注意穿衣保暖抛弃野风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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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振奋人心的是院 在本次中
南六省音乐教育教学论文比赛中袁
海口市音乐教研员欧阳予彤老师撰
写的论文 叶让合唱艺术之花在中学
校园绽放曳袁海口秀英区教育局音乐
教研员吴秋华撰写的论文叶野以点带
面冶促发展曳袁海口四中沈娜老师撰
写的论文叶合由心生袁和谐之美曳袁海
口实验中学吴菲老师撰写的论文
叶乘着歌声的翅膀袁 享受美妙之合
唱曳袁海口景山学校冯晓静老师撰写
的论文 叶古韵悠长要要要音乐课堂实
践与研究曳袁在此次评比中袁均获得

野一等奖冶的荣誉袁并现场宣读袁将其
研究的教学成果与经验进行分享袁
令与会教师受益匪浅浴

班级合唱教学课不同于其他课
型袁对教学设计的建构曰合唱概念的
渗透曰和声问题的解决曰教师声乐尧
合唱指挥尧即兴伴奏尧课堂组织等综
合能力的要求都相当之高袁 由于难
以驾驭和不易当堂产生教学效果袁
近年来很少有音乐教师选择班级合
唱教学课型参赛遥 安宇兵老师此次
获奖袁 无疑是海口市音乐教学又一
次飞跃尧突破的体现遥

中南六省渊区冤中小学音乐教育协作交流会我省代表队喜获硕果

“班级合唱”让艺术之花绽放校园

晚会上袁 获奖人的名字和他们感人至
深的事迹袁一次次冲击着现场观众的心遥 他
们中有院连续 25年坚持在昌江棋子湾种树
的野造林娘子冶--陶凤交曰退休后连续 13年
坚持全额捐赠退休金资助优秀和困难学子
的陈省来尧杨惠珍夫妇曰仅用一年时间就将
问题村建设成党建示范村袁 并将贫困户引
到脱贫致富大道上的昌化镇大风村 野第一
书记冶文进平曰从事环卫工作十多年并风雨
无阻地为昌江环卫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吴
体磊曰身患肾衰竭终末期但仍然笑面人生袁
且自立自强袁 靠自己的努力追求梦想的 25
岁女孩林晶晶曰大学毕业就从警袁破获多宗
大案尧要案袁用行动兑现人民公安使命的陈
健统曰退伍后袁毅然返乡袁自主创业带动老
乡们致富增收的周载云曰纵身跃进海中袁从
风浪中挽救出三条生命袁 却不留姓名的雷
超曰 在得知重庆一名幼儿急需造血干细胞
后袁毫不犹豫献血抢救新生命的王辉甲曰被
称为野昌江的宣传大使冶袁十年如一日袁挖掘

昌江县重要古遗迹袁为昌江赢得更多关注尧
发展的科研工作者李超荣遥 除此之外袁组委
会特设 2017野感动昌江冶特别贡献奖袁颁于
已故党员--卢忠民袁 这位十月田镇的原副
镇长袁当得知自己患上肝癌晚期时袁在病床
上仍不忘交代村里的事宜袁他心系群众袁为
村民排忧解难袁深受百姓的爱戴遥

2017野感动昌江冶十大人物颁奖文艺晚
会袁以野厚德善行袁凝聚力量冶为主题袁舞蹈尧
朗诵尧歌曲联唱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袁轮
番上演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遥 情景
舞蹈叶风雨共济 最美昌江人曳精彩演绎袁通
过节目向观众展示了昌江近年的发展历
程袁将晚会推向高潮遥 情景舞剧叶携手共建
山海黎乡大花园曳激情澎湃袁一展昌江上下
齐心袁 打造山海黎乡大花园的决心遥 歌曲
叶海之南有昌江曳尧叶昌江木棉红曳尧叶昌江之
歌曳 以昌江为主题的原创音乐作品则成为
晚会一大亮点袁唱出了浓浓的昌江情袁引起
在场观众的共鸣遥

2017野感动昌江冶十大人物颁奖文艺晚会举行

弘扬美好品德，树立良好道德榜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徐明锋通讯员林奕晔冤20日上午袁
海南海警一支队组织官兵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袁 为缓解冬季血液库存不足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遥
据了解袁 海南进入冬季后献血淡

季袁 面临着血液紧缺尧 库存不足等问
题遥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袁该支队积极与
海南省血液中心联系袁 组织官兵参加
献血活动遥献血现场袁海警官兵踊跃报
名袁积极参与袁仅半天时间袁共有 82人
参与无偿献血袁献血量达 22400毫升遥

海南海警开展
无偿献血活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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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袁 海口
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折扣在三折
以下占半数遥
海口飞往重庆尧南昌尧西安尧贵阳尧

杭州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二折以下遥其
中袁 海口飞往西安的航班袁 票价低至
1.7折渊310元冤遥
海口飞往天津尧郑州尧武汉尧长沙尧

济南尧兰州尧昆明尧拉萨尧呼和浩特的航
班袁票价折扣在三折以下遥

海口飞往北京尧上海尧石家庄尧南
京尧沈阳尧长春尧哈尔滨尧太原尧成都尧西
宁尧合肥尧广州尧福州尧银川尧南宁尧乌鲁
木齐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在三折以上遥

海口飞往西安
票价低至 1.7折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商报记者从海口供
电局获悉袁为了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袁供电部门会提前安排计划停
电袁 进行供电线路改造升级尧 设备消缺维护遥 现发布海口地区 12月
22要24日停电公告袁请各位用户提前做好生活和生产的准备浴

12月 22日渊星期五冤
停电时间院 07:00-19:00曰停电

线路院110kV晋江站 10kV晋 #1线
干 01开关 A01曰停电原因院清理危
及线路安全运行的高杆植物曰停电
范围院白龙路等一带遥

停电时间院 07:30-19:30曰停电
线路院 110kV晋江站 10kV美舍河
线干 03开关 D5203尧10kV洋美线
2号柜美舍河线洋美线联络开关
L7757曰停电原因院清理危及线路安
全运行的高杆植物曰 停电范围院美
舍河等一带遥

12月 23日渊星期六冤
停电时间院 08:00-18:00曰停电

线路院110kV美丽沙变电站 10kV
铂金海岸线环网柜新世界开关
渊F6212冤曰停电原因院设备增容曰停
电范围院新世界地产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肖卫香冤 美丽陵水袁魅力海南浴 协作交流袁助推教改浴 12月 4日至 9日袁第十二届中南六省
渊区冤中小学音乐教育协作交流会在享有野珍珠海岸冶之美誉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雅居乐体育馆举行袁国家级音乐教育专家尧中南六
省渊区冤音乐教研员尧教师代表袁以及其他各省份的 2000多名音乐教师参加此次观摩评比活动遥 令人欣喜的是院由海南省海口市选送的
课例叶愉快的梦曳获得本次大赛的野一等奖冶袁这是一节由曾获得第六届海南省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全能一等奖尧海口市港湾小
学优秀教师安宇兵老师执教袁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音乐教研员欧阳予彤老师指导的班级合唱教学优秀课例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冤 商报记者
20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袁 受强冷空气持续影
响袁20日凌晨袁海南全岛各市县普遍降到 10益以下
的最低气温,其中儋州市排浦镇低至 2.8益遥 预计袁
21日白天起强冷空气减弱袁全岛气温逐日回升遥 12月 24日渊星期日冤

停电时间院08:00-17:00曰 停电线路院
110kV电力村站 10kV国贸线 #2环网柜
#6分接箱开关渊FN5822冤曰停电原因院更换
10千伏开关曰停电范围院银岛酒店尧中实
实业尧中粮地产尧中诚实业尧相安物业尧国
美电器遥

停电时间院 07:00-22:00曰 停电线路院
110kV 狮子岭站 10kV 狮子岭 #3尧#5尧
#6尧#7尧#8线尧火山口 #1线尧永兴主线曰
停电原因院按叶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曳
要求袁定期对变电站设备的保护装置进行
预防性试验袁 发现运行中设备的隐患袁预
防发生事故或设备损坏曰停电范围院现代
科技尧高新区管委会尧绿色工程尧德美瑞尧
唐宏尧美亚电缆尧椰彩食品尧慧丰印刷尧三
乐食品厂尧南茂尧星辉盐业尧五洲华星尧椰
香食品尧钓鱼台尧和乐石场尧文峰石场尧火
山口公园尧美安工业园尧秀英区石山镇人
民政府尧中央储备粮库尧红日电缆厂尧永德
村委会尧美安区一带用户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郭晓武冤 20
日晚袁2017野感动昌江冶十大人物颁奖文艺晚会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文化公园广场举行袁现场颁发出 2017野感动昌
江冶十大人物和特别贡献奖两类奖项遥 晚会上袁获奖人及
受其帮助过的朋友袁共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袁获得观众一
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袁 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遥 据了
解袁活动旨在通过表彰野感动昌江冶十大人物袁宣传推进美
好新昌江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袁 向全社会弘扬昌江
人民的美好品德袁树立良好道德榜样袁传递正能量遥

粤琼专家同台

成功实施不开胸
食管癌根治术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段然 通讯员 成家佳 徐善应冤
20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
肿瘤医院获悉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
院曹庆东教授携手海南省肿瘤医院余
书勇尧吴军尧谭志明尧郝云鹤尧蔡耀庆等
专家袁近日为海南一名 70岁的女性患
者成功实施 野不开胸食管癌根治术冶
即 野单孔充气式纵膈镜联合 3D腹腔
镜食管癌根治术冶遥 据悉袁该术式目前
在国内属于最新的食管癌根治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