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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日讯 （记者宗兆
宣）年近八旬的老人突然从公交车上摔
到地面上，头部血流不止，海南医学院
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毫不犹豫上前
帮忙，不但及时帮老人止血，而且搀扶
起老人赶到医院就诊，并为老人垫付
了打车费和医疗费。今天伤情已经痊

愈的老人专门联系上本报记者，希望
能帮忙找到这位未留姓名的热心人，
当面说声“谢谢”！

记者了解到，现年78岁的杨瑞平
老人是一位河北、海南两地居住的候
鸟老人，2009年以前一直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生活，此后在海口市秀英区维
多利亚花园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每
年冬季来海口过冬。2月22日（年初
四）上午10时许，杨瑞平到位于海口秀
华路的一药店买完药品后，准备乘坐
208路公交车回家。没想到刚踏上公
交车，杨瑞平因自己左腿有伤站立不

稳，不慎从车上摔下，头部撞在路沿
上，当即血流不止。

过往的路人看到这种情况后，一
个个非常着急，但又不敢上前救助，只
好不停拨打“120”、“110”求助。此时
一位中等身材、年龄约20出头的小伙
快步跑到老人面前，简单翻看了杨瑞
平的双眼和头部伤口后，及时用卫生
纸帮老人止血，随后又扶起老人坐上
出租车赶到位于秀华路的省人民医院
留医部。

到医院后，小伙子自己付了打车
费，又出钱帮老人挂号、购买病历本、

支付治疗费等，所幸杨瑞平只是头部
血管破裂。包扎完毕并做了脑部CT
确认无大碍后，该小伙又打车送杨瑞
平回到家中，直到安顿好老人后，他才
悄然离开。

杨瑞平说，在整个过程中小伙子都
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只是
在聊天中透露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海南
人，现为海南医学院的学生，今年6月
份将毕业。

杨瑞平告诉记者，自己在海南摔伤
能碰到热心人帮忙非常感激，如果没有
这名小伙及时救助，后果则不堪设想。

七旬候鸟老人街头摔伤，海医一学生及时救助并垫付医疗费，老人伤愈后欲寻好人

我要当面谢谢这位热心人

本报椰林3月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
夏勇）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边防支队新村港
边防派出所成功破获了一起春节期间的入室盗窃
案，帮助受害人邹女士追回价值5.8万元的手表
一只、苹果5s手机一部。

“新村港边防派出所吗？不好了，刚才有人从
阳台上翻进我住的宾馆房间内，偷走了我的手表
和手机，还言语恐吓我们。”2月23日凌晨5时许，
在陵水新村镇某宾馆入住的游客邹女士拨通了新
村港边防派出所的值班电话。

接警后，新村港边防派出所领导高度重视，组
织民警赶往案发现场，立即对房间四周进行了勘
查，及时调取了宾馆和辖区主干道当天的视频监
控，收集案件侦破的相关线索和证据。经过了一
夜奋战，派出所民警基本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为迅速破案，新村港边防派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周边辖区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摸排和取证，最
终确定了新村镇长生村人杜某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2月26日23时50分许，民警根据掌握到的
线索，在陵水陵城镇某会所内将涉嫌入室盗窃的
杜某某成功抓获，并成功追回了游客邹女士被盗
的物品。目前，杜某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小偷凌晨
翻进宾馆行窃
陵水边防迅速破案、追回被盗物品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李关平）2月27
日晚8时左右，海口市三江农场上元村发生一起
饮酒驾小轿车撞死人的交通事故，司机逃离现场
后当晚被警方抓获。

据了解，肇事司机陈某系海口市三江镇人，
饮酒后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琼AA**87的本田小
轿车经过上元村村道，当时村道上有村民在散
步，陈某驾驶的小轿车速度较快，并且在撞上村
民后驾车逃逸。据了解，该事故共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轻伤。

警方接到报案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开
展布控抓捕，当晚就将陈某抓获，并控制肇事车
辆。目前此案件仍在审理中。

酒后驾车酿两死一伤
肇事司机被抓获

■ 见习记者 罗清锐 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徐亮 刘石燕 刘华

岭南的二月，暖中带霾。
2月26日上午10时许，广州银河

园，广州军区某炮兵团中士、女战士冯碧

仪的送别仪式现场，一声声呜呜嘤嘤的
抽泣，一对对依依惜别的眼神，一支支灿
然盛开的白菊花，传递的是对女儿、姐
妹、战友的无限眷恋和不舍。

就在农历马年的最后一天，休假在家
突发疾病的冯碧仪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抢
救无效，被确定为脑死亡。然而，其父母
忍着悲痛遵照她的遗愿，捐献出了包括肝
脏、肾脏和角膜在内的多个器官，成功帮
助5名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迎来新生。

阳光女兵，在24岁的花样年华香消
玉殒，但她用乐观、感恩、坚强、敬业的优
秀品格和无私奉献的大爱给人间留下了
一份温暖、一片光明。

年轻的生命戛然而逝

2月13日，距离羊年春节还有一周
时间。刚转士官不久的海南军区某部战
士冯碧仪，被部队批准第一次返乡探亲。

当天下午3时，回到广东清远阔别已
久的家中，冯碧仪一边和日思夜想的父
母开心聊天，还一边高兴地通过手机短
信，向留在部队过年的战友们“炫耀”：

“亲们，我已经安全到家啦，勿担心……”
谁知，厄运已悄悄降临。

当晚9时许，冯碧仪在卫生间冲凉
大半天后仍不见出来，其母亲急忙走进
卫生间才发现女儿晕厥在地板上……
随后，冯碧仪被迅速送进清远市人民医
院抢救，但她却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14日凌晨4时许，得知消息后的部
队领导，一边通过省军区机关联系军区
广州总医院专家为冯碧仪会诊，一边安
排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广州。

当天上午10时，军区广州总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杨红军等3名专家赶到
了清远医院，专家们查证了冯碧仪的病
情后，虽然感到特别棘手，但他们和冯
碧仪的亲属一样，也都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不放弃抢救。第二天，冯碧仪又被
转诊到了军区广州总医院继续救治。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2月17日
晚，经医院专家最后一次会诊，确诊冯碧
仪为脑死亡。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花一般
的年龄，就这样戛然而逝。

捐器官是她的愿望

“入伍之前，碧仪一直在说她有两个
愿望，第一个就是当兵入伍，她实现了；
另外一个，就是她万一出现意外身故，能

够进行器官捐献，帮助他人……”冯碧仪
的父亲冯燮培对记者说。

2月18日，除夕，这一天冯燮培和
儿子一起与广东红十字会签署了《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当天下午，军区
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李鹏为冯
碧仪进行了肝脏、肾脏、角膜等人体器官
捐献移植手术。

冯碧仪病逝和器官捐献的消息一传
到部队，女兵排和她朝夕相处的22个姐
妹泣不成声，全连战友在听到这一噩耗
后，陷入悲痛……

“冯碧仪于2012年大学毕业后应征
入伍，是我们团历史上第一批女大学生士
兵，入伍两年以来，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士
兵。”连指导员梁志平告诉记者，去年6
月，团机关成立文印室，冯碧仪因军政素
质优秀，脱颖而出，被选拔到文印室担任
文印员。该团副团长蔡迪星对记者说：

“她到机关工作后，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
兢兢业业，她一直一丝不苟，从未出过一
次差错。”

在大家眼中，冯碧仪是一个能给
人带来正能量的人。她总能用她的阳
光微笑，带给人一股温馨和积极向上
的力量。

她用生命之光照亮他人

2月19日，羊年的第一天，冯碧仪
的两个眼角膜分别救治了一个四川的9
岁儿童和一个江西的21岁青年。

“冯碧仪的肝脏救治了佛山一名病
人，两个肾脏救治了广州的两个晚期肾
病患者，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军区总
医院医生李鹏一直定向了解冯碧仪的器
官、角膜捐献走向。

“冯碧仪是军区部队首例器官捐献的
军人。”李鹏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冯碧
仪的父亲患白内障，右眼失明多年。母亲
左手残疾，而他们的女儿却将自己的角膜
和器官捐献给了别人。所以说，冯碧仪捐
献器官的行为非常纯粹，既是一种爱心奉
献，又是一种延续生命的体现。”

“我的父母都身有残疾，家境贫寒，碧
仪是我们三姐弟中唯一上过大学的。很
小的时候就帮家里干农活；在广州读大学
期间，就经常当义工，无偿献血……”冯碧
仪的姐姐雪仪泣不成声地对记者说。

爱，让生命延续；爱，让人生灿烂。
我们相信这位阳光女兵没有离开，而是
化作了一缕阳光，照亮了更多家庭，带来
了更多光明。 （本报海口3月1日讯）

在我省服役的90后女兵返乡过年突然脑死亡，无偿捐献器官救5名患者——

爱，让生命延续不息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本报定城3月 1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黄荣海）
春节期间，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改造工程路面施工全部完成，给市
民送上了一份“新年礼物”。

宽阔的沥青路面有了崭新的交通
线，节能路灯排列整齐，人行道地砖色
彩明快，羊年伊始，定城镇市民和来往
游客就感受到了定安的新面貌。

据了解，见龙大道改造工程是定
安县2014年的重点民生项目，包括
老城区段和新城区段，全长4078.939
米（不含潭榄桥），于2014年4月23
日正式启动改造升级。

图为车辆在刚修建的定安县见龙
大道顺畅行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八所3月1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代
龙超 曾群飞）2月16日到2月27日，东方边防支
队开展“利剑禁赌”行动，大力整治辖区赌博陋习，
期间共依法取缔赌博窝点、场所20处，收缴赌博
机70台，依法行政处罚6人，有力维护了春节期
间边防辖区稳定。

东方边防支队针对辖区返乡人员多、赌博违
法行为易发多发的实际情况，采取预防、教育、打
击相结合的禁赌方针，积极整治涉赌问题。该支
队各边防派出所充分联合辖区村委会，利用标
语、传单、广播、召开村民座谈会等多种形式，深
入辖区村庄、企业和公共场所，积极开展禁赌法
律宣传活动，动员广大群众检举、揭发涉赌线索，
有效营造了严打的态势。在做好预防工作的同
时，各边防派出所不断加强联管联控机制，综合
治理涉赌问题，形成了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村
委协助、派出所主管的打击整治涉赌问题运行机
制。此外，该支队不断加强情报信息搜集工作，
坚持“露头就整治”的禁赌方针，先后派出明察暗
访组8次，深入辖区各村庄收集各类赌博信息，
与各边防派出所共同打击处理赌博窝点20个。

截至2月27日，该支队各边防派出所共张贴
禁赌通告800余份，深入辖区开展禁赌宣传45场
次，开展清查行动10余次，打击处理各类赌博窝
点、场所20处，依法行政处罚6人，收缴赌博机70
台，有力维护了辖区稳定。

东方边防民警
收缴70台赌博机

定安见龙大道
换新颜

2月27日，满载着瓜菜的大卡车昼
夜不停地从海口秀英港驶出岛外，送往
全国各大农贸市场。

据了解，去冬今春海口冬季瓜菜生
产势头良好，由于注重质量与品牌建
设，截至23日该市累计出岛瓜菜7万
吨，抽检全部合格。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海口放心菜
发往全中国

诚聘解放路支行（筹）行长三亚分行
SANYA BRANCH

每一份成功

都源于一步步勇敢的尝试

每一轮跨越

来自于一次次执着的追求

我们深信于此

以开放的胸怀

尊重每一个想法

我们感念于此

以事业的舞台

成就每一位员工

中国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大楼外景。

应聘要求

一、42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二、5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2年以上支行管理经验，社会

资源丰富者优先；

三、熟悉银行金融产品及业务流程，了解国家金融政策法

规，具备较高的风险防范意识；

四、工作地点为三亚。

注意事项

一、请登陆我行招聘网站完成信息提交（民生银行官网-民

生招聘-社会招聘-中高端招聘），或投递简历至邮箱

SYA_HR@cmbc.com.cn；

二、我行对于收集的所有招聘资料将严格保密；

三、咨询电话：0898-88693333-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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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日讯（见习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解金勖 张慧鹃 温小丽）记
者今天从省林业厅获悉，春节期间，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等市县积极做
好春节期间森林火灾预防工作，采取有力
措施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确保了春节
期间无重大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春节期间我省大部分地区
高温少雨，加之燃放烟花爆竹、上坟烧
纸、林区旅游等野外用火活动增加，因此
火源管理难度加大，森林防火形势较严
峻。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保亭、五指山
等市县春节期间实行领导带班制度和
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坚守防火第一
线，严格火情登记和火情处理调度，认真
做好信息收集报送工作，保证通讯畅通。

我省春节期间
严防森林火灾

“90后”女兵冯碧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