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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建阳

“感谢党和政府，有了新棉被，晚上
就不会冻醒了。”78岁的黄月梅紧紧握住
为她送棉被的乡干部的手，表示感谢。

近日，得知寒潮要来，五指山市毛
道乡政府干部走村串户，对低保户、孤
寡老人等困难群体进行全面巡查，看他
们是否缺衣少被。

昨日，记者走进五指山市毛道乡牙
冲村村民黄月梅家中时，她正坐在一条
矮凳上，双手抱着头，搭在膝盖上打瞌
睡，她光着脚，身子有些发抖。

“老人三个女儿远嫁，两个儿子都
去世了，孙子在外打工，她一个人在家，
平时没有亲人在身边照顾。”牙冲村村
民小组组长黄振荣告诉记者，老人肢体
四级残疾，行动不便，眼睛也看不见，生

活非常艰难。
记者在黄月梅家看到，室内地面坑

洼不平，卧室内几个砖头搁几块木板，
就是她的床，而床上只有一床凉席和一
条薄毛毯。黄振荣说，乡干部下来走访
时，发现黄月梅缺少防寒棉被，就赶紧
送过来了。

“为了应对台风寒潮等灾害天气，
乡政府储备了一些棉被、衣服等应急物

品，考虑到只剩下20多件棉被了，我们
前几天得知寒潮要来，抓紧时间又采购
了20多件。”五指山市毛道乡乡长邢威
告诉记者，根据五指山市委、市政府要
求，周末两天额外安排干部值班，每天乡
里10多个干部在岗，他们下村到村民家
特别是低保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家
中走访，了解他们是否有御寒衣服和被
褥等。 （本报五指山1月24日电）

五指山基层干部送衣送被帮助困难群体御寒

一床棉被情暖一冬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黎大辉

寒潮深入海南，中部山区温度很低，
下午3点，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
镇什卓村，记者打开手机天气预报定位，
显示当地当前温度4℃，湿度96％，记者
一路所见村民均裹紧棉衣，手揣兜。

红毛镇副镇长符明镜带领驻点什卓
村工作队的四个干部正在逐一查看贫困
户的防寒情况，这是这个周末他们第三
次下来巡查。

确认低保户王天文一家吃饱穿暖之
后，干部们准备移步贫困户王德韩的家
中，王德韩身着厚厚棉衣刚从邻居家喝喜
酒回来，远远看见符明镜，笑着大声招呼。

“符镇长，又来啦，送的棉被棉衣够
用，我们现在暖和着呢，你不用奔波着下
来看我们啦。”

“你家的房子还漏风不漏啊，我再来
看看。”符明镜乐呵呵地招着手。

由于政府扶持危房改造，新房正在
建设中，王德韩一家四口只能暂时“蜗
居”在一间只有三面墙体的临时房屋里，
冬天来临之前，村干部以及王德韩一起
为房屋制作了一面“塑料布”墙，屋内塑
料布墙一侧，王德韩并排摆放了两个柜
子用以挡风。

符明镜表示，现在什卓村在进行富
美乡村建设，很多危房都已拆除在建新
的，王德韩家的新房也即将完工，但是目

前居住的房子防寒效果不好，也是他最
为担心的。

来到王德韩家，符明镜三步并作
两步来到塑料布墙旁边察看。“这不
行，今天这么冷，我们还是再帮他把这
面塑料墙加固一下吧。”符明镜当即提
议道。

说干就干，符明镜捋起袖口就开始
搬水泥砖，一块一块将水泥砖排好压住
飞舞的塑料布底端，驻村第一书记黄志
强又找来绳子将塑料布的两侧绑紧，不
留一丝缝隙，尽量将往屋子里灌的冷风
减少再减少。

热火朝天地干完，符明镜舒心地长
吁一口气。看着乡镇干部们如此热心，

感动的王德韩赶紧打开还未完工的新房
的门，招呼大家进去暖和暖和。

没有凳子坐，大家干脆围着站在王
德韩的家中聊起了脱贫致富的事。

“我们建议你在槟榔橡胶地里再种些
益智苗，再加上你家现在有的5亩桑地，
脱贫之后还会稳定增加家庭收入呢。”

“是啊，今年我申请了益智苗，准备
开始种植，女儿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家
里的负担会减轻很多，今年的日子会好
过很多。”

“政府补贴的新房也快要建好了，争
取春节前全家搬进新房住。”王德韩脸上
露出乐观的笑容。

据了解，王德韩家里有100株槟榔，

300株橡胶，和5亩桑地，家庭年收入也
能达到一万元，可是女儿一年的学费生
活费就要一万多，王德韩为了供女儿上
学也是铆足了劲儿，现在负债累累。

村镇干部鼓励之后，王德韩当即决
定今年起开始发展林下经济，增加家庭
收入，争取在脱贫之后再大力增加家庭
收入。

寒风依然呼啸，蒙蒙细雨不时飘
落，符明镜被冷风吹红了脸，王德韩想
着日后红火的日子也红光满面，寒潮
中，王德韩不仅收获了暖流般的关怀，
同时也更坚信在脱贫的道路他会越走
越敞亮。

（本报营根1月24日电）

琼中基层干部走村串户查看贫困群众防寒情况，感动受助贫困户——

天冷，心却是滚烫的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徐武 周金丽）今天是春运
第一天，然而，天公不作美，寒风冷雨
阻挡了旅客返乡的脚步。因受大风影
响，今天琼州海峡仍全线停航，出岛客
列及省际客车停运，环岛高铁、省内汽
运、机场仍正常运行。今天，省内客流
平稳。面对多年罕见的寒流，火车、港
口、汽运等客运企业纷纷开展“为旅客
送温暖”活动，让旅客倍感温馨。

今天上午9时许，来自四川的农
民工何开亮与几名工友顶着冷风来到
海口港，准备坐船过海，不料，琼州海
峡客滚轮停航。“真不巧，想回家却遇
上这寒冷天气，船也停开了，不知等到
啥时才能开船。”何开亮不停抱怨。

海口港轮渡事业部有关负责人
说，因受強冷空气影响，琼州海峡风力
达9级、阵风10级，琼州海峡客滚轮船
舶昨天上午起已全线停航。“今年春运
第一天，就遇上恶劣天气，导致车辆和
旅客无法过海。”该负责人称。

记者今天在海口港看到，等待过
海的车辆有序开进港口待渡车场停
放，部分旅客滞留在客运站。据介
绍，滞留港口及丽晶路的车辆共有
900多部，随车人员约2000多人。

在海口省际车站，售票大厅排起
了购票长龙，候车室里人头攒动。据
该站站务部副主任何玉婷介绍，眼下
省际汽运已渐入高峰，省际每天发52
个班，其中，四川达州、重庆、成都、湖
南等班线为热门线路，四川巴中、道
县每天加一班。从昨天起，因琼州海
峡停航，发往岛外的省际客车已全部
停开，约有2000多名旅客滞留港口。

据了解，因受大风影响，滞留车
站、港口的旅客近5000人。

虽寒风冷雨阻挡了旅客返乡脚
步，但客运企业开展“为旅客送温暖”
活动却让旅客感到旅途的温馨。省海
峡办、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在做好
滞留旅客、司机的安抚工作的同时，还
为旅客送面包、送水，至中午止，共送
矿泉水3000瓶，面包、饼干、快食面
2900份。同时，海南海事局联合秀英
区团委开展送姜汤水服务。此举深受
旅客称赞。海口省际总站也为旅客免
费提供姜糖水、热开水，认真做好滞留
旅客的安置。海口火车站增派20多
个青年志愿者服务旅客，并为旅客24
小时供应开水。

罕见寒潮
滞留旅客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室外，冷雨扑面，寒风刺骨。
室内，真情流淌，温暖如春。
今天上午11时40分。海口省际总

站站务部副主任何玉婷端来一杯热腾腾
的姜糖水，送到正在候车大厅候车的85
岁老大爷黄仁清手中：“来，大爷，喝杯姜
糖水暖暖身。”

“没想到车站工作人员这么热情，亲
自送来姜糖水，天气虽然寒冷，但我感觉
心里暖暖的！”黄仁清甚是感激。

黄仁清的儿子黄礼荣说，他在万宁
兴隆工作，2014年他将老父亲从老家接
来兴隆养老，这几天准备陪老人回四川
达州过年。他买了昨天上午11时40分
的省际车票，但没想到因大风影响，出岛
的省际客车全部停开。

“昨天我们一直在车站等到下午6
点，但车还是没开，我只能将行李放到车
上，然后带着老爷子到附近旅馆住下。”
黄礼荣说。今天上午8点刚过，黄礼荣
又带着老爸来到省际车站等车。

“大爷，好像你衣服穿少了，车上行

李还有衣服吗，得多穿些。”何玉婷关切
地问。“有，但司机不在。”黄仁清说。

何玉婷立即用手机和司机联系，不
一会儿，司机来了，黄礼荣从车上拿了件
大衣给老人披上。

“你和儿子先回旅馆吧，开车时我们
会通知你。”何玉婷握着老人的手说。

记者看到，车站候车大厅及新建的
售票厅设有两个姜糖水免费供应点，旅
客们在寒冷的冬日里喝上了热腾腾的姜
糖水，感觉心里热乎乎的。“从昨天起，因
车站有不少旅客滞留，我们就免费给旅

客提供姜糖水驱寒。”何玉婷说。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滞留车站旅客

因找不到旅馆住，该站昨天起就紧急启
用新建但尚未使用的1087平方米的售
票大厅，改为省外旅客临时候车点，搬来
了近10张长椅，将部分滞留旅客安排在
该厅休息。

“该厅相对封闭，较暖和。”何玉婷
说。

风在刮，雨在下。窗外寒风刺骨，但
车站内却温暖如春，冬日里的暖流在流
淌……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2016年1月25日 星期一A08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齐松梅 美编：石梁均迎战超强寒潮海南新闻

本报椰林1月24日电（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
者刘梦晓）强冷空气影响海南，今天上午，省妇联
一行前往陵水黎族自治县看望慰问“两癌”贫困母
亲，为她们送上御寒物资和慰问金。

中央党校学员和正在陵水集训的国家羽毛球
队部分教练及队员也一同前往，看望他们捐建的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中心小学“党校中青羽”春蕾
班的受助学生，给她们穿上爱心父母亲手编织的
毛背心。奥运冠军张军，混双世界冠军张楠、赵芸
蕾等，为他们助养的孩子们送去新年礼物和祝福。

据悉，省妇联自去年11月启动“暖冬行动”以
来，先后投入150万元，并积极争取我省各级党委、
政府，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和爱心企业的支持，通过慰问走访贫困“两癌”妇
女、贫困重症妇女、贫困儿童，实施“母亲邮包”项
目等措施，在全省范围内救助慰问贫困妇女儿童。

连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对做好当前农业防
寒和困难群众御寒工作的总体部署，省妇联启动
应急机制，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妇联切实做好
当前防寒御寒工作，还带头深化“暖冬行动”，于1
月23日至24日组织小分队深入陵水、定安等市
县，将棉被、毛衣、围巾等御寒物资送到了60户急
需帮助的贫困妇女儿童手中。

省妇联深入各市县
开展“暖冬行动”

本报临城1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吴孝俊 通讯员裴兴旺）“这些棉大衣送得非常
及时，我们正在为这些孤寡老人没有厚棉衣发愁
呢。”临高县和舍镇敬老院管理员符赛金接过县民
政局工作人员手里的棉大衣感激地说。昨天，临
高县组织5个工作组走访慰问全县7个敬老院，
为敬老院老人送去420件棉大衣，确保每一位孤
寡老人寒潮期间和春节前后不受寒受冻。

在和舍镇敬老院里，老人们三三两两围在几
堆火旁边取暖，刚接过工作人员的棉大衣便高兴
地换上。76岁的老大爷林生富一边摸着刚换好
的棉大衣，一边连声致谢。“感谢党和政府，这大衣
非常好看也很暖和。”

临高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长程学元介绍，今
天已将420件棉大衣全部发放到敬老院的每一位
孤寡老人手里。除了穿的、吃的，防寒工作组也督
促各敬老院备足了防寒药品。

临高给敬老院老人
发放420件棉大衣

寒风 暖流

1月24日，海口港客运码头
内，海口海事局的青年志愿者给
等待过海的旅客送上热姜茶。

24日是春运第一天，海口
出岛交通也因超低气温而受影
响。琼州海峡自23日上午7点
开始全线停航。粤海铁路旅客
列车继续停开，海事局提醒各港
航单位、船舶加强防范措施以策
安全，请旅客和车辆安排好自己
的出行计划。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唐苏苏 摄

冬日
温情

关注春运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见习记者操文）24
日，海口市民政系统干部职工继续开展“寒冬送温
暖”活动，查漏补缺，力争救助无死角，为困难群众
提供防寒保暖应急救助。截至当天下午16时，全
市共安排御寒资金520万元，救助困难群众约
13500人。同时，累计出动救助巡查车辆85台
次，劝说流浪乞讨人员93人次。

在本轮防寒御寒救助工作中，秀英区采取区
领导、包点机关单位深入辖区各镇街检查指导困
难群众御寒工作的方法，第一时间掌握困难群众
需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救助及时。

龙华区组织人员对全区敬老院消防设施、用
电设备、门窗玻璃及危险物品进行逐一检查，及时
更换损坏门窗、电源电器和保暖设备，切实做好防
火、防电、防盗、防滑、防烫伤等工作。从根本上消
除安全隐患，让集中供养人员安全过冬。

琼山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的原则，
优先做好散居五保户、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等困
难群众的救助，确保救灾款物用在最需要救助的
受灾群众身上。1月23日深夜，琼山区民政局还
为重点困难户发放棉被550床、棉衣300件。

美兰区提前谋划，结合《海口市迎接省爱卫会
暗访检查工作方案》的工作要求，成立巡查救助工
作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寒
冬送温暖”专项救助活动。同时，区相关部门还与
辖区大型商家签订救灾物资供应协议，确保防寒
救助工作顺利开展。

海口民政安排520万
救助上万名困难群众

寒潮南袭，海口省际总站为旅客送温暖

热腾姜糖水 甜了归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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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东方市的农民刘先生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做
完肝癌手术，总花费12000多元钱。按照我省新农
合规定55%报销比例，他出院时报销了近6000元
后，这样一场大病他只花费7000多元。“更重要的是
省肿瘤医院有这么好的专家，看肿瘤我不用再出岛
治疗了。”刘先生说。

和刘先生有共同心声的还有62岁海口市民叶
先生。两个月前，他被查出肝癌，本打算出岛治疗的
他，听说年底海南省肿瘤医院要开业，聘请了一大批
天津市肿瘤医院和国内三甲医院的高水平专家坐
诊，他选择了等待。为他手术的是海南省肿瘤医院
肝胆外科主任李铎博士。李铎是交通大学医学院医
学士、协和医学院硕士、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美国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博士后，曾在北京宣
武医院等工作多年，并在美国著名医疗机构工作10
年，经验非常丰富。1月上旬，李铎利用先进的水刀
技术为叶先生成功实施了肝切除手术。这例高难度
手术效果好，患者恢复得很快。

2015年12月25日开业的省肿瘤医院，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2015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也是海南
省和海口市重点项目，各方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我省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主管部门。本来，一家新建的医院要在
运营3个月后，才能被授予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资
格，但考虑到我省广大农村患者的需要，省卫生计生
委为这家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完成了省肿瘤医
院的新农合定点。海南省肿瘤医院医保办陈映南主
任介绍，目前，我省已经有文昌、乐东、东方、定安、临

高等全省各地的患者在省肿瘤医院住院，一些患者
在院内就能完成报销。

根据海南省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我省肿瘤
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新发病约2万例，发病
率仍在逐年增高。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没有建成之
前，我省许多肿瘤患者选择出岛治疗。新建成的海
南省肿瘤医院与我国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基地之一

——天津市肿瘤医院深度合作，专家均为全国各地
三甲医院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人才，岛内的肿瘤患
者不用出岛也能享受到一流的治疗服务。同时，该
院设有完善的肿瘤专业学科体系，设有16个临床科
室和12个医技科室，拥有完善的肿瘤专业学科体
系，其中肺癌、鼻咽癌、乳腺癌、腹部肿瘤、妇科肿瘤
为其重点专业。医院配备了分子检验、分子病理实

验室和PET-CT等高水平形态学诊断设备、以及多
元手术室、直线加速器等先进的肿瘤治疗装备，有利
于肿瘤预防和早诊断、早治疗。李铎表示，同样的手
术要是在北京等地治疗的话，费用要高出很多，加上
患者出岛要花的费用，在海南省肿瘤医院治疗可以
节省不少的费用。

据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潘文利处长介
绍，我省新农合对重大疾病实行大病保险，封顶线达
到了15万元。目前，海南省民政厅已将省肿瘤医院
列入全省唯一的肿瘤大病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长期在
该院开展城乡居民肿瘤大病医疗救助。海南省肿瘤
医院对肿瘤疾病医疗救助对象给予优先挂号、优先就
诊、优先住院，按照政策，将免收五保、重点优抚对象
挂号费等。并按基本医疗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
医疗服务设施目录等，实施优质医疗服务。陈映南表
示，这些政策为我省肿瘤患者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缓
解群众看病贵的难题。

记者了解到，作为三大基本保险的城市居民医疗
保险和职工医保，也在加快完善定点医疗机构手续。
这些手续完成后，我省城乡居民在省肿瘤医院看病，就
能够在院内就完成住院报销。 （马可 刘泽林）

“看肿瘤疾病不用出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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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国内高级专家坐诊、患者院内就能完成报销，省肿瘤医院解患者治病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