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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您商店门前地
板上有一些纸屑" 按照 #门前三包$规
定"请您赶快打扫"请保持整条街道的
文明形象% &一看上门的是两位老大姐"

每人手臂上还戴着 !文明大行动宣传
队&字样的红袖章"店主意识到自己只
顾生意"忽略店前的卫生 "于是马上将
纸屑清扫干净%这是今天上午记者在文
昌市文城镇东风街一家杂货商店门前

看到的一幕%

连日来"在文城的主要街道"人们总
会看到一队戴!文明大行动宣传队&红袖
章的老大姐" 行走在文城的集贸市场'商
业店铺'交通要道等处"对不文明现象进
行现场监督"还向广大群众大力宣传海南
文明大行动的内容及意义% 原来"她们是
!夕阳红文明大行动宣传队&% 据介绍"夕
阳红文明大行动宣传队成员大多是该市
直机关退休干部"共有 !"名队员"设有正

副队长" 分为 # 个小组" 每小组有 !($

人"每天有计划'有组织地上街开展宣传
活动%

据了解" 该市居住在文城的不少退休
干部"平时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健身运动"积
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如今"全市的文明大
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他们觉得开展
文明大行动是全社会的责任" 于是响应市
委'市政府的号召"自发地组建了这支文明
大行动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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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城市市容管理 "创造优美整
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营造良好的旅游城
市和文明城市形象"三亚市政府近日发
出城市市容管理通告"涉及悬挂和张贴
横幅广告"设置户外广告和垂钓等有关
事项%

针对目前三亚户外广告杂乱无序的
现状"通告规定"在三亚全市范围内的各
建筑物'构筑物外面)含面向户外的室内

玻璃窗'在建工程*'树木'交通护栏'河
道'护坡'围墙及一切公共设施上"禁止
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
人悬挂和张贴各类公益性及商业性横幅
广告+严禁未经许可擅自设置户外广告"

严禁一个店铺设置多个招牌" 一经发现
将依法予以处罚% 已经设置的户外广告
招牌"门店的户外广告'门面标牌'灯饰'

商业橱窗'标识牌等应造型大方"规格'

色彩应符合三亚市政府的相关规定"与

街景相协调%

通告还规定" 门店经营者应当及时对
户外广告进行维修'刷新"保持完好+过时'

过期或破损以及不符合三亚市政府相关规
定的应及时更新或拆除%

对于沿桥垂钓等现象"通告规定"禁
止在三亚市区范围内的桥梁' 沙滩及内
河水域边垂钓'捞鱼或下网捕捞% 对违反
者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并按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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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诚信成为海南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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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文明海南人 争创文明大环境

!!

(

!"

)!CDEFGHIJK!DEF"LM&.N

O#PQRCST&.UVWX$YZ!DEF[\]

'$!$

1^

($

_"LM&.NO%ST`a!bG

)$

_NOc

"LM&.NO%de_&

!$

_NOc"fghiNO%&

!$

_c"fgjkNO%lm$

%,no pq r

!"#$%&'

DEFstuHvwxy * z{|

8 9 : ; < = > ?

+,DE

))

(

)"

)- !èé¹"ã

êë ¹"^ì íî¹"ïÍð"近日引
起媒体广泛关注的儋州烂腿少年彭海平再
次获助% 昨天上午"海口市人民医院发动全
体医护人员为彭海平捐款" 一个上午共筹
集善款 $!%&"元% 目前这笔善款已经汇入
彭海平的治疗账户%

!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昨天中午
'(点多" 从海口市人民医院领导手中接过
善款的彭海平父母感动得泣不成声% 该院
院长白志明安慰这对夫妇" 并希望这些捐
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困难% !我们要
一起帮助孩子克服困难% 即使孩子最终不

幸离开" 我们也要让他在温暖中度过人生
的最后一段旅程% &

孩子的母亲王福华透过 )*+监控视频
看着自己的孩子"不停地流泪% 视频中"小
海平戴着面罩吸氧"十分消瘦% 由于肺部严
重感染"孩子自己咳痰的能力很差"必须由
护士托起他的后背轻轻拍打才能帮助他咳
出痰来% 将近中午 '点"护士开始给孩子喂
粥% 视频中的小海平看起来胃口不错"很快
便将暖壶里的粥吃完% 吃粥的时候"他还不
时对和他聊天的护士露出些许笑容% 吃完
粥后"护士帮他整理好床单"将一个苹果和
一包蛋糕放在他手边%

!前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想吃苹
果和蛋糕" 今天问过医生后我们就给他买
了% &王福华流着泪说"虽然自己心里已经

做好孩子离开的准备" 但看到他这样还是
很心疼%

重症监护室的曹医生介绍"和手术前相
比"孩子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医院不断地
为孩子补充白蛋白" 必要时还进行输血"如
今孩子的血色素有所上升%前天医院刚为孩
子做过肺部的 *,检查% 但由于孩子的肺部
感染还很严重"所以后续的骨扫描检查等都
要推迟到下周进行% 她透露"孩子目前的情
绪还不是很稳定"刚做完手术后"不断地拉
着医生和护士问自己的一只腿怎么没有了%

对此"除了照顾孩子的医生护士外"医院还
专门让心理医生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感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感谢大家%

有大家的帮助"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
福华感动地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