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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含高压电工与
高处作业)，紧抓易考良机，复审需提前
三个月。7月1日，21日连考2期。包培
训到考过为止。优质低价全包（含包南
方电网审批合格送电）承接配电工程。

广告

办公地址：海府路公交车南亚广场站旁海滨假日酒店大楼B501室

考证培训电话：65358801 13034991990 13976097631
工程服务电话：18918019517专业：园林、园艺、动物医学、动物科学、农村区域发展、农学、公共事

业管理、法学、社会学、工商管理、会计学、农林经济管理、食品质量与安
全、土地资源管理、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工程管理方向）。

层次：专升本、高起专、高起本
学习方式灵活：网上业余学习，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报名地点：海口市城西路41号，海南省农业学校综合楼106室
联系人：莫老师、林老师
咨询电话：66968711、66890806、13976383355
登陆中农大网址：www.cau-edu.net.cn，也可查询本次招生信息

211重点大学 国家承认学历 可申请学士学位 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

上网学习大学课程 获教育部电子注册的本（专）科文凭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秋季招生

广
告

海口市长流实验学校
2018年秋季招生对象：学前班、一、七年级、
初三复读班及各年级少量插班生 ，每班
36人，2017年中考复读生升学率81％。
咨询电话 ：13876680497黄主任 13136029973覃主任 学校地址：长流镇政府西50米

广告

这两天海口持续高温，烈日当头，很多人都不愿
出门，但在海口的大街小巷，依然能看到一个个身穿橙
色工作服的身影，他们正是环卫工人。今年44岁的梁
大姐，干环卫工作已经两年多，平时负责龙昆南路某路
段。昨日，记者在环湖路碰到了帮同事顶班的她。只
见梁大姐长衣长裤，头戴竹笠围着毛巾，手上戴着手
套，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一双眼睛。“这么
热的天在马路上扫地，不穿成这样哪行啊，会晒伤的，
人就热一点，总比晒伤好。”梁大姐说。

“最热是七八月份，若是下午的班，真能把你热
晕。”梁大姐告诉记者诉记者，她每天凌晨5点就开始上班，上
到8点回家，然后再然后再从12点干到15点半，“这两天的中
午真是难熬，天太热天太热了，好几次工作时出现头晕的情
况，我赶紧到附近的公附近的公厕洗洗手脚，但即便再热，我也
不敢洗脸。因为久晒因为久晒之后突然洗脸突然洗脸，很容易感冒。”每
天，梁大姐会带上带上3斤左右的凉白开的凉白开工作时喝，“带出
来是凉的，每当喝每当喝的时候却是热的却是热的，，水被晒热了被晒热了。。””

天气再热
他也不会停下
送餐脚步

今年25岁的小王，是“外卖大军”中的一员。昨
日，记者在国兴大道遇到他，只见他两手提着外卖，
匆匆走向自己的电动车，放下餐食后，掏出手机低头
查看送单地点。

聊天中，记者将温度计放在小王面前，仅两分钟，
温度便从30℃升至39℃。记者看到，小王身上的工作
服和防晒衣均已湿透。电动车车头两边的保险杠上，
两瓶1.5L的矿泉水，已所剩无几。“天太热了，只能多
喝水，但一整天都没怎么上厕所，人不停地往外冒汗。”
说话间，小王从送餐箱里又拿出了一瓶水。

小王说，每天接外卖单，饭点前后是最忙的时
刻。为了多赚一单，他在高峰期从未停下脚步，即便再
热的天，海口的大街小巷里还是能看到他的身影。说
罢，小王转动车钥匙，在骄阳下启行。

怕晒伤裹得严严实实，差点被热晕

时间 12：50 地点 环湖路

受访者 环卫工 工作气温41℃

时间 13：10 地点 国兴大道某商场

受访者 保安 工作气温 33℃1 2
昨日，记者在国兴大道一商场走访时，碰

到了今年38岁的保安林大哥。他是商场的场
外保安，每天从早上8点上到下午4点，主要负
责商场外的车辆停放以及物品的流出安全。

“大姐，这里不能停放电动车。”见到林大哥
时，他正在场外引导市民停放电动车，然后回到
绿化带上的大树下，就这样不停地在停车点与绿
化带之间来回。在树阴下，记者手中的温度计显
示33℃，但汗水不停地从林大哥的额头、脖子、胳
膊往下滴。“我这都还好，有树阴荫可以乘凉，那
边的同事更晒。”林大哥指着另一处停车点说道。

林大哥介绍，此前他在室内巡场，最近才被
调到场外，手臂上那条黑白分明的晒痕，是这半
个月晒出来的，“我们并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绿
化带就成了最好的乘凉地。我们中午吃饭都是
在台阶上解决，大家都这样，习惯了。”说话间，林
大哥拿起水壶，猛灌了几口。

在室外电动车停放点引导市民停车

时间 13：40 地点 国兴大道

受访者 外卖小哥 工作气温 39℃

“饭点的时候，厨房里就跟蒸桑拿似的，全身湿透。”高温天里，
大家都想待在室内不出门，但厨师小华则更愿意待在室外。昨日
14时许，记者来到小华的餐馆，他既是老板又是掌勺的厨师。

虽然已过饭点，但店里依然有客人就餐，刚歇没几分钟的小
华，又进了厨房。小华开火后，记者将温度计放到灶台旁边，一
道菜的功夫，温度计在炉火的“助攻”下，立即从 30℃飙至
38℃。盛盘后，小华赶紧从厨房出来吹空调。记者发现，餐馆厨

房在不开火的情
况下，也十分闷
热，一旦两个灶台
同时开火，厨房内
的 温 度 不 敢 想
象。“我们这种小
店没有风机，两个
灶台同时开火，这
汗就没断过，风扇
也不敢开，吹的全
是热风。”小华说。

在“桑拿”厨房里为顾客烹饪

时间 14:00 地点 龙昆南路某餐馆

受访者 厨师 工作气温 38℃

虽然骄阳似火，但无法阻挡国兴大道
一处工地上的施工进度。吴先生在该工地
负责门前的环境卫生工作，每当有工程车从
工地里开出，他便拿起水管，将工程车轮胎
上的泥土冲刷干净。而这些工作，必须曝晒
在太阳下完成，一干就是一整天。“早上6点
到晚上6点，有车就去冲，没车就在门口等
着。热肯定热，但也没有去处，保安亭还没
建好。”吴先生说。

和吴先生一起干活的还有张大哥，因为
才刚上班两天，没什么经验，被晒黑了一圈，
胳膊上出现明显的晒痕。吴先生则有经验得
多，为了躲避毒辣的太阳，他头戴草帽，身穿
长衣长裤，“全副武装”后，在太阳下自如工
作。在和吴先生聊天的几分钟时间里，温度
计上的刻度在阳光下不停攀升。“这才几分
钟，估计不止这个温度吧，我觉得温度都要爆
表了，这个天是真热。”张大哥笑着说。

烈日下拿着水管冲洗工程车轮胎

时间 15：20 地点 大英山西四路

受访者 工地工人 工作气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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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这么热的天气，除了宅在家，
还能去哪？昨日，记者走访海口部分公共
场所，看看大热天里市民都喜欢上哪纳凉。

凉快又好逛，超市人扎堆
当大周末遇上大热天，除了宅在家，

超市或许是个好去处。昨日，记者在海口
家乐福红城湖店看到，超市入口处公共区
域的座椅上，市民三三两两坐着聊天。

“外面太热了，出门不到两分钟就开
始出汗，索性来逛超市。”市民张女士说，
本想着周末带孩子去玩，结果刚出门就
一股热浪袭来，便改变主意去了超市，

“想坐公交车的，结果光是走到公交站这
点距离，小孩就给晒哭了，我只好选择打
车去超市。”张女士想着逛到中午就回家
做饭，可一看到火辣辣的太阳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决定继续呆在超市，下午四五
点左右才回家。

天热懒得做饭，餐厅里解决
“天气热懒得回家做饭，我和老伴决

定下馆子。”符大爷说，他和老伴退休后整
天闲在家，天气好的话就到公园下下棋、
溜溜弯，“这两天太热了，只想待在家里看
电视，但老伴儿想出去转转，还能省点电
费。”于是，大爷大妈便决定去餐厅吃饭，

“周六周日放假，孙子爸妈有空了，不需要
我们带娃，加上天气热，我们决定到家门
口附近的餐厅吃饭。”

“真是太热了，找家有空调的餐厅，随
便吃点就好。”在同一家餐厅里，市民刘女
士和闺密找到位置坐下，“吃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这身汗给晾干。”本打算吃完
饭去逛街，可两人一看到外面的大太阳，
瞬间纠结起来，“从餐厅到商场有一段距
离，真的不想再被晒了。”

凉快又长知识，书店人气旺

昨日下午3时许，海口市国兴大道一
家书店里，看书买书的人不少。书店工作
人员介绍，每到周末，书店的人都比平时
多，这个周末更是明显增多，“家长带着孩
子来，学生也比较多。”昨日是7月1日党
的生日，书店专门开设区域摆上相关书
籍，吸引了不少老年读者。

“天热没有地方去，就来到书店看看
书。”今年70岁的刘大爷，有一次买菜时
发现家附近有个书店，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看书，“用保温杯泡好茶，在书店找个位置
看书，很惬意。”如果天气凉快的话，他便
到公园锻炼身体。

空调加冷饮，瞬间透心凉
“太阳下山了，是时候出门了，我都在

家憋一天了。”市民晓潘说，女孩子爱美，
夏天到了就怕晒黑，包得严严实实热得
慌，索性白天就不出门了，好不容易等到
下午四点，她才约姐妹出来逛商场。打车
来到日月广场后，晓潘直奔冷饮店，点一
杯奶盖乌龙喝一口后，瞬间觉得透心凉，

“温差太大，这种天气从室外进到空调房，
很容易感冒。”

市民张女士中午带着孩子来日月广
场吃饭，之后本想去买安全头盔，但看到
火辣辣的太阳便打起了退堂鼓，“不想让
孩子遭罪，索性逛商场吧。这里挺大的，
周末没事干可以在这待上一整天。”张女
士说，小孩子皮肤嫩，容易被太阳晒伤，
呆在商场比较好。

医生提醒：频繁进出空
调房或会诱发心梗等

医生提醒市民，空调虽好但不能贪
凉，待在空调房里，温度过低容易着凉，频
繁进出空调房，血管猛地收缩、扩张，可能
诱发心梗、脑梗等疾病，特别是有基础疾
病、血管脆弱的老人，更容易中招，“夏季
不能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尤其是有脑梗、
高血压病史的老人更要注意。”

你在空调房里欢声笑语
他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

热浪里的 门行业

本报讯 这两天，海口持续高
温，一度飙到37℃。市民调侃，能
在白天出门赴约的，都是真爱。但
是，有这么一群人，不论外面气温
多高，他们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昨日，记者手持温度计在海口街头
穿行，采访了环卫工、保安、建筑工
人等多位户外工作者，用刻度感知
他们在高温下的坚守。

记者刘柯娜文/图

听说，这两天海口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

你今天上哪“蹭”空调了？

□记者吴兴

本报讯 前两天，海口市气象局三次
发布高温预警，其中两次是高温橙色预警
信号。昨日，海口市主城区最高气温在
35.8℃左右，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达
39.3℃。省气象台预计，7月7日前，全省
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在35-37℃之间。

本周全岛多云间晴，最高37℃
昨日17时许，海口市气象台继续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这大热天还要持
续多久？省气象台预报，今日至本周五，
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岛多云间晴，北部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将出现在内
陆北部地区和中部局地，达35-37℃，部
分乡镇最高气温在37℃以上。但也有好
消息，到了周末，全省部分地区有降雨，高
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天气预报说最高37℃，为
何你觉得不止？

相信有不少市民会感觉，走在路上，
体表温度明显比气象部门预报的气温要
高很多，这是为什么？

记者了解到，气象台所测的温度是在
百叶箱中测量的，而人体感知到的温度，
除了和气温有关，还和湿度有关。气温一
般是指大自然状态下的空气流动温度，监
测是在离地面1.5米高的百叶箱里测得的
温度，避免了太阳直射；而地表温度测量
时，温度表要一半埋在土中，一半暴露在
空气中，这个温度主要取决于太阳的强
度，还跟土壤含水量、植被的疏密有关；而
体感温度，则要加上相对湿度的数据，相
对湿度越高，体感温度越高。

因此，在夏天，大家的确会觉得外面
的温度要高于气象台预报的气温。

本周高温继续周末有所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