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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5月6日下午5时，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急诊科里，一位身着护士服“五
大三粗”的男人，一把抓住一个小孩子
的小手，还没等孩子反应过来哭闹，输
液针已经又快又准地扎了进去，一次
命中！患儿家长不禁对眼前这位护士
的技术连连称赞，并表示谢意。这就
是海医附院急诊科的男护士郭克难的
日常工作。而与他一样承担着急诊护
士工作的男同事一共有10位，号称

“十大金刚”。

男护士有不少“患者粉丝”

郭克难若走在街上，你定想不到
他的职业与护理沾边。一米七几的身
高，膀大腰圆的身材，标准的“型男”。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海医
附院当起了男护士，一干就是6年。

说起男护士的优势，做院内急救
的郭克难首先提到了体力。“在病人搬
运、心肺复苏和加班加点上，我们优势
很明显。其次，在对急诊病人护理处
置的快速反应也相对快些。”

海医附院做院前急救的男护士何
正文感触很深。“海南很多楼房通常楼
道窄电梯小，很多时候，必须是我们把
病人从家里抬下来或者背下来。”何正
文说，有的时候跟车护送患者出省，路
上几乎不能合眼，随时要观察患者情
况，他最长时间熬过两天不睡觉。

“这种差事，让女护士干，没几个
扛得住。”何正文笑着说。除了能

“武”，当然还要能“文”，护理职业容不
得半点马虎，心思细腻做事认真也是
男护士的必备。

就说这郭克难，有的时候往那一
站，要给孩子打针，能吓着患儿家属。
可他的技术可是一流，所以现在拥有
了不少“粉丝”，很多家长带孩子来都
点名让他打针。

“大小伙子，别干护士了”

据了解，目前海南全省护士约2.9
万余名，而男护士只有159人。像郭
克难一样的男护士在海医附院急诊科
（包括院前急诊和院内急诊）一共有
10名。

“金贵”的身份，却没给他们带来
特有的荣耀。

“读书时，就觉得自己另类了。”郭
克难说曾经班上80多名同学，只有
11名男生，其中4名男生换专业和退
学了，只剩下7根“草”。

如果穿白护士服，他们时常会被
误认为是医生。而被患者劝转行，也
是男护士们经常遇到的尴尬。

何正文记得清楚，一次救治一位
北方的“候鸟”老人，大爷在车上知道
他是男护士，忍不住“苦口婆心”：“孩
子，大小伙子，干点啥事不好，可别干
护士了！”话一出口，何正文哭笑不得。

男生往往血气方刚，可护理行业
容不得“冲动的魔鬼”。何正文被醉酒
患者扇过耳光，郭克难则把被患者骂
当成了家常便饭。

用他们的话说，“救死扶伤是医护
的神圣职责，做这个行业，即使受了委
屈，也不能被情绪左右。”

不敢告诉妻子自己当护士

说起个人问题，27岁的郭克难不
好意思了，同科室的男护士滕宣麟也
笑得脸通红。

“没有时间谈女朋友，工作很累，
只要有时间我们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
睡觉，哪个姑娘忍受得了？”滕宣麟笑
着说，急诊院内急救的6名男护士只
有一人有女朋友。

对于相亲，男护士们也有自己的
顾虑。“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自己的职
业，怕人家女孩子理解不了。”郭克难
无奈地说，有一名男护士结婚都快1
年了，老婆只知道他做急救，不知道他
是男护士。

因为找女朋友难，科室里的同事
们也都鼎力相助。

“科里只要有哪个男护士说自己
有女朋友了，我们都是全科帮扶，给他
倒班保证他约会。”郭克难说这话时，
认真的表情逗笑了周围的同事。

近期，我省成立了男护士工作委
员会，将男护士聚拢起来互相鼓劲。

“虽然有些牢骚，但是我们还是热
爱自己的工作，我们也找到了自己工
作的方向，为护理事业绘出不同的色
调。”男护士们信心满满。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

他们是海医附院急诊科“十大金刚”，打针又快又准、护理毫不含糊

男护士，等你“呼叫”！

关注5·12护士节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为进一步方
便群众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决定，将原属于琼北车管所管辖的部分车驾管业
务，移交给具备地级市车管所条件的洋浦交警支
队车管所和儋州交警支队车管所。琼北车管所拟
于6月1日、7月1日起分别停办洋浦、儋州辖区
相关车驾管业务，两地车管所同时接办相关业务。

据介绍，因儋州市升格为地级市，经报公安部
审批同意授予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相应
地级市车管所权限，并启用琼F发牌机关代号。
同时，省交警总队决定将原由琼北车管所办理的
洋浦和儋州辖区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业务全部移
交给儋州车管所和洋浦车管所。琼北车管所拟于
6月1日前陆续停止办理洋浦辖区机动车和驾驶
人管理业务，于7月1日起停止办理儋州辖区机
动车和驾驶人管理业务。

洋浦儋州车管所
接管辖区驾管业务
7月1日起两地群众办业务不用跑海口

5月11日上午，海南大学艺术学
院举行2016届服装设计作品暨服装
表演展，80余名服装表演专业的毕业
生参加展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毕业季 时装秀

■ 本报记者 李磊

五月初的海南岛中部山区南牛
岭，植物正在大自然中展示着五颜六
色的花朵。雨季之前，又到了世代居
住于此的苗族村民最忙碌的季节。
数百年来，他们依托着祖上代代相传
的技艺，从野生蜂巢中获取蜂蜜这一
自然馈赠。

地处南牛岭脚下的琼海市石壁
镇南通村是一座典型的苗族村，这里
的村民如今已将这一传承了数百年
的技能，转换成脱贫致富的渠道。这
些深藏在大山深处的野生蜂蜜，如今
搭着互联网电商的便车，走出大山，
走进千家万户。

大山馈赠

早上八点，太阳刚刚爬过山头，
南通村村民蒋学敏就带着弟弟、儿子
骑上摩托车，开始上山采蜜。

他们的目标是大山密林深处的
野生排蜂蜂巢，采蜜的方法已经传承
了数百年，工具十分简单：用来点燃
熏烟的椰子壳，布袋，爬上树冠时固
定身体的藤条。

如今的南通村村民们用上了高
倍望远镜，再也不用像他们的祖辈那
样，需要爬上高高的树顶用肉眼观察
排蜂的飞行轨迹。

很快，一行人在半山腰的密林中
找到一个野生蜂巢，蒋学敏点燃椰子
壳靠近蜂巢，蜂群顿时满山飞舞。没
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他迅速爬上10多
米高的树冠，用镰刀割下一小块饱含
蜂蜜的蜂巢，装进腰间的袋中，又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下树来，整个过
程不过3分钟。让人称奇的是，没有

任何防护措施的蒋学敏没有被一只
野蜂蛰中。

蒋学敏说，不被野蜂蛰到，其中
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站在蜂巢的下
风口。这些技艺都是父亲、爷爷那一
辈口口相传下来，凝聚着祖辈们从大
山中获取生计的数百年经验。

产业升级

“每斤野生蜂蜜现在能卖 180
元，雨季之前的花期一天下来能采集
到十多斤左右蜂蜜。”望着刚刚收获
的野蜂蜜，蒋学敏说。

就在一年前，这些野生蜂蜜还深
藏在大山深处不为人知。因为交通
闭塞，南通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
蜜源只能从熟人渠道小规模销售，价
格低，销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少
村民还处于贫困状态。该村于2014
年被琼海市列为“十三五”脱贫村，同
时也是省农业厅定点帮扶的少数民
族贫困村。

随着全域旅游的全面铺开，南通
村所在的石壁镇旅游项目得到了长
足发展。去年年末，石壁镇政府在南
通村中成立了插花尖蜂蜜合作社，为
蜂蜜印制了统一的包装，将这里绿色
无污染的蜂蜜产品作为优质农产品
推向旅游市场。

今年年初，插花尖蜂蜜合作社
还将野生蜂蜜卖到了电商网络上，
插花尖蜂蜜凭借优良品质，很快就
在网络上被订购一空，造成“一蜜难
求”的现象。

从今年开始，南通村的村民们
就凭借着大山的甜蜜馈赠过上了甜
蜜的生活：从今年春节的收获来看，
仅仅是获取野生蜂蜜一项，就能为
当地采蜜村民带来每年每人近万元
的收入，村中不少贫困户因此脱贫
致富。

持续发展

尽管蜂蜜事业前景广阔，但从山
上获取的野生蜂蜜的数量毕竟有
限。苗族村民们至今恪守着祖训：获
取野蜂蜜要对蜂巢进行保护，不能涸
泽而渔：采蜜时只能用烟驱赶，不能
伤害排蜂；即使蜜源再多，他们也只
能取三分之一，剩下的蜜源要留给排
蜂幼虫继续繁殖。这样，既保护了生
态环境，又能让他们从大山深处源源
不断地获取蜂蜜。

这些祖训已被山民们严守了数
百年。

面对着供需矛盾，石壁镇为当地
村民提出了通过现代养蜂技术引来
山中的蜂群，提高蜂蜜产量的方法。
今年春天，石壁镇联络省农业厅申请
了第一批扶贫蜂箱，还向南通村派驻
了养蜂专家，手把手地教授村民蜂群
养殖技术。

如今在海南岛中部山区，不少苗
族聚集区已经将这一大山深处的优
质天然产品进行了开发。除了南通
村，在石壁镇水口仔村、会山镇加脑
村等苗族村，也都借助旅游扶贫的方
式，将传承多年的获取蜜源技艺进行
市场开发，助力苗胞脱掉穷帽子。

（本报嘉积5月11日电）

琼海苗族村民通过古法采蜜，优质产品热销市场

大山的馈赠 甜蜜的生活
码上读

琼海石壁镇南通插花尖蜂蜜合作社的社员在采
集野蜂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上午，家住海口美兰区福安
村何先生向记者反映，该村有几块空
地成为卫生死角。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现场看到，福
安路1号的富苑小区对面有两块空地，
空地上面长满了杂草，草丛中可看到饮
料瓶、饼干盒还有废砖、废板等建筑垃
圾，现场还有老鼠出没。接到记者反映
后，海甸街道办副主任王君带领工作人
员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附近有3
块空地，都是属于村里公共墓地，已经
存在很多年。目前有保洁公司对空地
进行了接管，接下来将加强清理保洁和
巡逻。

王君表示，目前福安村已列入棚
改，未来几年这里要进行改造，问题或
将得到解决。

海口福安村空地成卫生死角

有人乱丢垃圾
老鼠横行出没

本报临城5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毛
志君）临高县公安局近日成功抓获2名持斧头抢
劫犯罪嫌疑人符某湖、叶某益，侦破4月24日至
今持械抢劫案5宗。

今年4月24日以来，临高县公安局持续接到
侵财型警情，经情报研判反馈发现：案发多在晚
10点以后，针对较为偏僻路段小轿车内情侣，作
案嫌疑人为两名年轻人，驾驶一辆黑色摩托车，戴
口罩、持斧头、砍刀等器械威胁受害人交出钱物，
作案后，驾驶车辆逃离现场，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案件发生后，该县公安局领导十分重视，要求
要将此抢劫案件的破案工作作为“盗抢骗”专项行
动的重点案件来抓，加大对临城镇内偏僻路段案
件多发地的巡查伏击力度。

5月6日13时许，巡警大队“猎豹”便衣组队员
在临城文明路进行巡查时，发现嫌疑车停放在礼贯
路某奶茶店门前。经过观察，确定嫌疑人就在该奶
茶店内，“猎豹”便衣队员迅速组织警力进行围捕，
并将涉嫌抢劫的嫌疑人符某湖抓获，查获涉案摩托
车2辆。经符某湖交代，“猎豹”便衣队员赶到博厚
镇端用村将另一名涉案嫌疑人叶某益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符某湖（男，27岁）、叶某
益（男，22岁）两人均为临高县博厚镇端用村人。
目前，办案人员已依法对符某湖、叶某益进行刑事
拘留。

临高警方侦破5起抢劫案

蒙面人持斧作案
专抢轿车内情侣

郭克难护理患者。 本报记者 马珂 摄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2016年海南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
行。当前，省教育厅已从确保考试安全、加强考试
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等
方面，对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作出了具体
部署。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实行“3+3”的高考科
目设置，报考文史类和艺术文类的考生要考语文、
数学（文）、英语（含听力）、政治、历史、地理；报考
理工类和体育理类的考生要考语文、数学（理）、英
语（含听力）、物理、化学、生物。

省教育厅对志愿填报时间作了规定：本科提
前批（含需面试的部分专科学校）和实施“国家专
项计划”的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8：00
至17：30（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类本科学校
的填报志愿时间与本科第一批学校同时进行）；特
殊类型招生、高校专项计划、本科第一批、地方农
村专项计划、艺术类本科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7
月7日8：00至8日17：30；本科第二批志愿填报
时间为7月21日8：00至22日17：30；本科第三
批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31日8：00至8月1日17：
30；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
月10日8：00至12日17：30。

今年我省高考
依旧实行“3+3”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陈雪怡）昨天，
2016年三亚市旅游标准化知识竞赛总决赛在鹿
城举行。三亚相关职能部门旅游标准化负责人，
全市60家旅游企业代表、旅游标准化专家等200
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据介绍，进入此次总决赛的6支代表队是笔
试初赛总分排名前六的6家旅游标准化试点企
业。决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三个环节，
经过几番激烈角逐后，三亚天域度假酒店代表队
获得一等奖，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
代表队、三亚夏日百货有限公司代表队获得二等
奖，三亚明申高尔夫度假酒店代表队、三亚银泰阳
光度假酒店代表队、三亚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三亚举办2016年旅游标准化知识竞赛，旨在
进一步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标准化基础知识
的深入学习，从而提高各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满意度。

三亚旅游标准化
知识竞赛总决赛举行

扫二维码，看
古法采蜜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