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中海贫血症患儿去世

大爱父亲
捐献儿子角膜和遗体

本报海口 6 月 12 日讯（记者张惠宁）地中海
贫血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重型地贫患儿需要不
断输血和服用除铁药方能维持生命， 往往造成家
庭无法承受致使重型地贫患儿不久于人世， 很少
能撑过 10 岁， 但有一位父亲坚强地将患重型地
贫症的儿子生命延长到了 14 岁。 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病，今天还是夺走了他的儿子，他最后做出了
一个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给医学院，捐献儿子的
一对眼角膜给有需要的人。 这个父亲名叫文兵。

文兵是海南五指山市人，儿子叫文艺博，因
为他和艺博的母亲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 文艺
博很不幸成为重型地贫患儿。 地中海贫血症是
一种可以通过筛查避免的疾病，因为自己不懂，
导致艺博从一出生就充满苦难。 所以，这 14 年
来，文兵一边奔走打工救儿，一边义务宣传地中
海贫血症防控知识， 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人要重
视婚检和孕检。他曾走遍了海南 18 个市县去宣
传地贫防控。 “他用来宣传的展架台还是我送
的，用了很多年，都用烂了，他还在用。 ”志愿海
南爱心社的龙哥哥告诉记者。

文兵还建了一个地贫患儿家庭互助团，他
教别人如何正确的照顾和护理地贫患儿， 还组
织地贫患儿家庭见面会。大家相互鼓励。作为红
十字会志愿者，文兵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小艺博
的母亲在得知儿子患重病后就离开了父子俩，
多年来，文兵和老母亲撑起家庭。文兵四处打工
赚钱给儿子输血治疗， 老母亲在家细心照顾艺
博。 文兵带着儿子四处求医，从未放弃。 他曾经
渴望有朝一日儿子能进行骨髓移植，得到新生。

但在撑了 14 年后，今年 6 月 6 日，小艺博还
是病倒了，突然的高烧住进了五指山市医院，接着
7日、8日开始输血， 但病情始终危急。 昨夜转至
省人民医院，今晨 7时左右，小艺博离世。 脑瘤夺
走了他的生命。

悲痛之中，文兵做出决定，捐献出儿子的遗体
和眼角膜，“孩子虽然走了， 但他的遗体还能帮助
到别人，也不枉孩子活到世界上 14年了。 ” 他说。

善行

吸毒男连续多次
砸车玻璃盗窃
定安警方全力将其擒获

本报定安 6 月 12 日电 （记者宗兆宣 通讯
员金世奇 ）自 2014 年 4 月起，定安塔岭连续发
生多起砸车窗盗窃案件。 定安警方经过研判分
析、耐心蹲守，一举将犯罪嫌疑人郑某钶在家
擒获，当场查获郑某钶盗窃所得的一件玉制工
艺品、505 张粽子卡、4 瓶泸州酒、 一瓶 COR-
DONBLELL 酒等赃物。 犯罪嫌疑人对砸车玻
璃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4年 4月至 6月期间，该县公安局指挥中
心陆续接到塔岭地区多个小区业主报案， 称其车
玻璃被砸，车内物品被盗。 其中，宏城水岸小区两
辆车玻璃被砸， 盗走现金 12000 元、 一个钱包、
100美金、200 港币；县信用社联社宿舍两辆车被
砸了车窗玻璃， 盗走现金 10000 元、500 张粽子
卡、一块价值 4000元的手表……

定安县公安局党委对案件高度重视， 从刑侦
大队、巡警大队、塔岭派出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
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 经过反复侦查，最终锁
定犯罪嫌疑人郑某钶，男，汉族，35 岁，定安县定
城镇人，有吸毒史。

6月 8日 19时许，定安警方在塔岭教师村宿
舍郑某钶家里将其抓获， 并当场查获多件失窃物
品等。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郑某钶对其砸车玻璃
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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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头惨案”并非个例，文昌东阁镇金牛流坑村亦有惨烈一幕

72年前，日寇一天屠杀 72名村民
本报文城 6 月 12 日电 （记者刘笑

非）本报昨日 A08 版刊登的《耄耋幸存
者要为冤魂讨公道》一文，引发了强烈的
社会关注， 记者随后接到文昌市东阁镇
红星村委会金牛流坑村村民邢谷策的电
话。 他向记者转述了 1942年，同样是农
历三月初六发生在村子里的惨烈一幕。
在这一天时间里， 金牛流坑村就有 72
名同胞惨遭日寇屠戮。

金牛流坑村距离“鳌头惨案”的发
生地鳌头村不过两公里之遥， 村子里一

棵近百年的杨桃树，枝繁叶茂，对于金牛
流坑村的村民来说， 这棵杨桃树意义重
大。“72年前，就在这棵杨桃树下，38名
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邢谷策
诉说着，当年的惨象犹如亲历。

今年 80岁邢谷煌是 1942年屠村事
件的亲历者。据邢谷煌回忆，当时，35名同
胞被关进村东头的姚启山家，鬼子在四周
堆起木柴，转眼之间，房子就是一片火海。

火海之中，邢谷煌在乡亲的帮助下，从
房顶逃出。 他成为这房里唯一的幸存者。

邢谷煌告诉记者，农历三月初六的屠
村结束后，当村里人回到家园时，发现全
村 60多间房屋不复存在， 只剩下孤零零
的一栋，犹如纪念碑，诉说着当日的惨状。

记者调查了解到， 在 1942 年农历
三月初六，金牛流坑村在一天时间里，就
有 72 名同胞惨遭屠戮。 此次屠村共有
82 名村民惨死，而这些村民，大多是毫
无抵抗能力的老人、妇女、孩童。 “当抗
战胜利后，我们回到金牛流坑村，想一起
吃个饭庆祝， 却发现曾经有着 70 多户

人家、300 多人的大村子， 坐到饭桌前
的，只剩下了 30 多人……”说到这里，
邢谷煌的声音抑制不住地颤抖。

72 年过去，村里的杨桃树依旧在生
长，历史的记忆同样不曾遗忘。“这段历
史容不得我们忘记， 村里如今正在筹备
建立一座纪念馆，立一座纪念碑，刻上每
一个遇害者的名字， 让所有人都知道这
段历史，国仇家恨永不能忘！ ”老教师邢
谷东告诉记者，自己从 2009 年开始，便
着手收集金牛流坑村屠杀的证据和资

料，通过幸存者的口述和知情人的还原，
72年前的那一天，将会被人们牢记。

而邢谷策同样联系了目前正着手于
“鳌头惨案”诉讼的邢锋。邢锋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多位律师和法律专家愿意接手
这次诉讼，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主
要工作将会放在诉讼状的定稿上。“金牛
流坑村的村民联系我，我也很激动，越多
的惨案被披露出来，就有更多的证据能够
证明日寇当年的暴行，这大大增加诉讼的
可行性，也更坚定我们的信心。”邢锋说。

让屠杀者永远
跪在冤死者墓前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委会金牛流坑
村，茂密的菠萝蜜林子里，有一座普通却
又特殊的坟茔。

说它普通， 因为与周围的坟茔无异。
说它特殊，是因为这座坟茔前，有 4座垂
首下跪、 身着军装被缴械的侵华日寇石
像。立石像的是金牛流坑村村民凌绪忠的
儿子。 黄土之下，是凌绪忠的母亲陈若莲。
72年前，陈若莲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

石像不是照着哪个日寇的样子做

的，但石像丑恶的面目，代表着凌绪忠记
忆中侵华日军丑恶的形象。

在陈若莲墓碑的背面， 是凌绪忠早
年刻下的一段碑文， 多年风雨的冲刷让
字迹有些难以辨认。村民说，那碑文记述
的是 1942 年农历三月初六发生在金牛
流坑村的惨剧，之所以刻下这段历史，是
要让人们记住，历史不容忘却。

凌绪忠的侄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
到陈若莲的墓前， 用柴刀清除石像旁的
杂草。 他说，清理杂草，是不想让一草一
木遮盖日军犯下的罪恶。

但这 4座石像，还不能抹平金牛流坑
村村民心中的伤痛。如今，村民们已经走上
讨还公道的路。 （本报文城 6月 12日电）

特 写

历史伤痛
不容忘怀
6 月 11 日，海南省

文昌市东阁镇鳌头村村
民邢锋（右）在幸存者
杨应庄老人家中搜集屠
杀惨案证据。

海南省文昌市东阁
镇鳌头村曾在日本侵华
战争时期遭受屠杀，全
村 70 余名村民惨遭毒
手。近日，鳌头村屠杀惨
案的 5名幸存者决定发
起对日战争诉讼， 要求
日本政府赔偿并道歉。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关注鳌头惨案

荨上接 A01 版
《通知》强调，把整治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问题作为反对“四风”和专
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出重拳、用实招，不达
目的决不罢休。 要严肃整治群众办事难问
题，着力解决庸懒散拖、推诿扯皮、吃拿卡
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坚决
纠正对待群众态度生硬、口大气粗，对应
给群众办的事情推三阻四、 拖着不办、相
互“踢球”；坚决纠正组织纪律、工作纪律
涣散，迟到早退、随意离岗，甚至工作时间
打牌娱乐，群众办事找不着人；坚决纠正
办事程序繁琐、审批手续繁杂，政策规定
不透明、宣传解释不到位，告知事项说半
句留半句，让群众来回跑。 严肃查处暗箱
操作、权力寻租，收回扣、拿红包，不给好
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集中治理执
法不公， 搞选择性执法、 随意性执法，办
“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等问
题。 要严肃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
题，着力解决巧立名目，超标准、超范围、
超期限收费、罚款，违反规定强行向服务
对象搞集资捐助、摊派费用等问题。 坚决
纠正执法监管部门以罚代管，滥用自由裁
量权随意罚款，不给或少给票据，利用工
作之便搞搭车行为和捆绑服务。 集中治理
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行
业违规收费或变相收费；集中治理政府有
关部门指定各类服务性机构垄断经营，高
额收取咨询费、认证费、检验费、鉴定费、
评估费、代办费，搞借权营生、利益输送等
问题。 要严肃整治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

问题， 着力解决落实惠民政策不公开、不
公正，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应得的实惠没
有得到得全等问题。 坚决纠正在城乡低保
工作中错保漏保，徇私舞弊，搞人情保、关
系保、重复保。 严肃查处在农村危房改造
对象确定、城镇保障性住房分配中把关不
严、违规操作、谋取私利；严肃查处发放农
机具购置补贴、种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
操作中弄虚作假、以权谋私。 坚决纠正在
救灾救济物资发放、特困群体救助等工作
中处事不公、优亲厚友等问题。 要严肃整
治拖欠群众钱款、 克扣群众财物问题，着
力解决党政机关、 干部对群众欠账不付、
欠款不还，“打白条”、耍赖账等问题。 坚
决纠正不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征地拆迁
补偿款；严肃查处滞留截留、抵扣挪用、虚
报冒领、套取侵吞各种补助资金。 集中治
理拖欠群众餐饮费、租赁费、供货款和农
民工工资等问题。

《通知》要求，以“准狠韧”劲头打好
专项整治攻坚战。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发
扬钉钉子精神， 采取务实具体的有力措
施，动真碰硬、集中攻坚，确保专项整治工
作一抓到底、见到实效。 要项目化推进，对
照专项整治各项任务，特别是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问题，结合实际确定重点
整治项目，制定具体方案。 每个项目都要
明确目标要求、牵头单位、责任主体和进
度安排，细化推进措施，做到定一项改一
项、改一项成一项。 建立整治项目责任制，

将地区、部门、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领
导干部个人责任联系起来， 与人对应、与
事对应，与具体部门和单位对应，使整治
项目具体落地，防止“空对空”。 要认真自
查自纠，每个单位、每个领导班子和每名
领导干部，都要对确定的整治项目进行自
查，查清楚问题的具体表现、严重程度，区
分轻重缓急，列出整治清单、建立整治台
账。 本着“说清楚”、“交明白账”的原则，
明确哪些是班子要改的问题、哪些是个人
要改的问题，领导班子要主动认领，领导
干部要敢于负责、对号入座，一项一项查，
一人一人清，一个一个纠。 实行销号式管
理，对正在整治的要严格标准，一改到位；
对整治迟缓的要查明原因， 督促加大力
度、加快进度；对尚未整治的要传导压力，
明确时限，抓紧改起来。 要上下联动整治，
省、市、县党委要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整
治问题，逐级梳理分析，对发生在基层、根
子在上面的问题， 要自上而下分解任务、
明确责任，建立系统联动整改机制，确保
快速回应、 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政法、教
育、民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卫生和计划
生育、海关、税务、工商、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林业等行业系统，要结合部门职能职
责，进一步明确整治具体任务，以上率下、
带头整治，指导推动本行业本系统整治工
作逐级向下延伸，真正落实到基层。 要善

于从基层单位反映的情况中发现问题，认
真研究具体办法和措施，努力从源头上加
以破解。 要加强第一批和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的相互衔接，把推动第一批单位整改
落实与解决第二批单位突出问题结合起
来，第一批单位要主动“认账”并着力解
决第二批单位反映的突出问题。 要坚持群
众参与，通过情况通报、新闻发布、公示等
形式，公开整治项目、过程和结果，把政策
规定交给群众，让群众充分知情，全程接
受群众监督。 市、县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开展专项整治的情况，要带头向群众
公开并作出承诺。 专项整治的效果，可通
过政务热线、行风监督、民主评议、民意调
查等方式请群众评判。 对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整治项目，要及时向群众通报各有关
单位整治的情况。 要强化正风肃纪，通过
巡查抽查、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多种方
式，及时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特别是
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等典型案例，要“零
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对
整治中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单位以及
顶着不办、拖着不改的人和事，要严肃追
究主要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通知》强调，切实加强对专项整
治的领导和督导。 各级党委（党组）要
高度重视专项整治工作， 认真履责、紧
抓不放。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专项
整治工作的统筹领导， 及时通报市、县
和行业部门专项整治进展情况，层层落

实责任、传导压力，督促检查抓好落实。
市、县党委要定期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
专题研究，一项一项盯紧抓实，确保各
项要求真正落地，决不能搞成“半拉子
工程”。 有关行业系统在专项整治工作
中负有重要责任，党组（党委）要成立
专门工作班子， 针对行业不正之风问
题，狠抓专项整治。 各级一把手要把专
项整治工作抓在手上， 亲自审定方案，
强力推动落实，切实承担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各级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要加强总体谋划、工作推进和协
调指导， 明确专门力量负责专项整治，
重点问题随时调度， 难点问题集中会
诊，整治情况定期通报。 要加大舆论宣
传力度，总结推广专项整治工作的好经
验好做法， 及时通报和曝光典型案例，
强化舆论监督，形成倒逼机制，充分发
挥引导和警示作用， 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中央巡回督导组和各级督导组要把
专项整治列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
督导重点， 对整治方案要严格把关，对
落实情况要跟踪督导。 要敢于 “唱黑
脸”、“当包公”，对专项整治工作不重
视的，要约谈一把手；对避重就轻、不敢
碰硬绕弯子的，要严肃指出，促其改正；
对因涉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自身利益问题整治工作推不动的，要
督促上级党组织专项研究，责令限期整
改；对在整治过程中华而不实、大而化
之、作表面文章的，要严肃批评、严格追
责、坚决纠正。

《关于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深化“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通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