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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今年3月份的一天，我在这里吃
饭不小心把装有重要文件和财物的提
包落下，隔了两个多小时才发现，当时
抱着侥幸心理过来找，没想到店主发
现后帮我把包收好了，特别感动。”今
天中午，海口金濂路马牙古拜牛肉面
馆座无虚席，正在吃饭的市民陈亦晟
回想起这件事仍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从那以后，陈亦晟便成了这里的常
客：“这里的环境卫生好，拉面用料足，
老板又诚信友善，非常让人放心。”

让陈亦晟称赞的人便是面馆的老
板马牙古拜，这位有点腼腆的青海小伙
在海口经营牛肉面馆已经5年了。海
南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全国“最美家
庭”“感动海南”年度人物、第二届“最美
青海人”……他的店面墙上挂满了各种
荣誉证书，但最醒目的还是一幅书法，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诚信。马牙古
拜说，这是生意红火的秘诀所在。

马牙古拜介绍，拉面馆开业的前几
个月，生意并不怎么好。但自从2014
年3月他捡到6万多元钱还给失主的事
情经媒体报道后，拉面馆的生意一天比
一天好，“之前小店一天的营业额只有
800多元，现在能达到1700元左右，比
以前翻了一番。有很多顾客聊着聊着

就成了朋友。”
“做生意，靠的就是诚信，食材要

诚信、价格要诚信、服务也要诚信。”马
牙古拜始终秉持这一原则。他说，花
自己挣来的钱心里才会踏实。

也正因如此，他的面馆是海南首
家“待用快餐”店，市民在拉面馆可购
买“爱心拉面”，赠送给需要帮助的
人。“至今，每个月仍然有爱心消费者
买下10多份‘爱心拉面’。”马牙古拜
笑着指着店内“爱心拉面认用牌”告诉
记者，上面还有25份“爱心拉面”等待
有需要的人。爱心消费者在马牙古拜
拉面店，不断传递着爱心和温暖。

同时，他还在店里开展环卫工人
免费吃面的爱心活动，“只要店铺开
着，他们随时进来都可以免费吃到一
碗热腾腾的牛肉拉面。”几年来，他为
环卫工人、城市志愿者和各种求助者
送上的免费爱心拉面已经数不清了。

“只要拉面店开一天，这项活动就会一
直持续下去。”马牙古拜说。

“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日子也越过
越好。”马牙古拜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他憧憬着：“等资金充裕了，准备
再开马牙古拜牛肉面馆分店，希望通
过自己努力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也带
动更多的人们诚实守信。”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海口拉面馆店主马牙古拜坚持诚信经营

诚信待顾客 生意更红火

12月12日，在海口市金濂路马牙古拜面馆，马牙古拜给顾客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文昌举办好家风好家训
评选颁奖晚会

本报文城12月12日电（记者张期望 特约
记者黄良策）今晚，文昌市惠民迎新暨好家风好家
训评选颁奖晚会在文昌市民健身活动中心举
行。晚会公布了文昌市“好家风好家训”评选结
果，还通过大合唱、歌舞、诗朗诵、旗袍秀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为文昌民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晚会上，海南爱乐艺术团演唱了《在灿烂阳
光下》《祖国不会忘记》《江山》等一曲曲脍炙人
口的经典歌曲，唱出了对祖国伟大河山的热爱
和未来生活的美好幢景与期望，还有轻松欢快
的歌舞《go文昌》《茉莉花》，大气磅礴的诗朗诵
《讴歌十九大》《军民团结如一家》等表演，给现
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晚会上公布了文昌市“好家风好家训”评选
结果，并为16位获奖人颁奖。据了解，文昌市
好家风好家训评选工作于今年5月开始征集，
得到了文昌市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响应、踊跃参
与，此次活动共征集到“家风故事”67篇，“家规
家训”37条。

文昌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好家风好家
训评选活动的开展培养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挖掘和传播了传统家规家训文化。

东方整治高铁站交通乱象，划
设“两轮车待灯区”等标线

严格执法+人性关怀
让出行更文明
■ 本报记者 罗安明 通讯员 苏晶

“您未按道行驶，请靠边停车。”12月8日
上午9时许，在东方市八所镇人民南路，东方交
警大队执勤队员关业山正在纠察交通违法行
为，一中年女子驾驶电动车不按道行驶，关业山
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今年东方市“三创”工作启动以来，大力开
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及交通组织规划，重点解
决两轮车拉客、不按道行驶、闯红灯，车辆乱停
乱放等市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严格执
法+人性关怀”，让交通出行文明起来。

今年3月，东方整治交通违法行为的“第一
锤”敲向了高铁站交通乱象：重新制定了车辆行
驶线路和停靠方案，科学设置停车场，在站前主
路上新增30个即停即走临时停车位，安装了3
套违停自动抓拍系统。同时，东方交警部门全
面加强站前广场一带的巡逻管控力度，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经过整顿，高铁站交通违法行
为明显减少。

“两轮车现在仍是东方市民出行的重要交
通工具，不能简单地一刀切。”东方市交警大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份以来，东方在全省
率先划设“两轮车待灯区”，全市累计施划“两轮
车待灯区”及“摩托车、电动车停放处”标线498
组，方便市民出行和停车，让文明更有温度。

东方市永安东路路面较窄，以前每到傍晚
时分经常堵车，交通秩序混乱。今年7月份以
来，东方交警部门沿该路南侧划了几十个停车
位，在车流高峰期安排交警执勤，引导车辆通
行，让这条路变得畅通起来。

为确保师生斑马线上的安全，东方交警还在
东方市第一小学、第四小学、民族中学门口路段安
装二次过街交通信号灯，并护送年幼学生过马路。

今年4月份以来，东方市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6.85万余起，出动警力1.97万余人次。东方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钟海涛表示，东方在创建省
级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持续进行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标线划设，开展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活动，让文明出行的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八所12月12日电）

■ 本报记者 周元

从“痴人”说梦，到“痴人”圆梦，
“闯海人”但华章整整用了19年。

今年 12 月 21 日，但华章花费
19年苦心研究的专著《诚信学》将
在海口举行的 2017 品牌年度人物
峰会“财富名师讲堂”分论坛上进
行新书发布。这是继该书今年 10
月底在北京首发后，第一次来到地
方发布。尽管只有分论坛开始前
的15分钟，但华章也说自己心满意
足了。

“以前研究诚信，可能我一个人
走得比较吃力，比较孤单，但现在感
觉身边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有
更多人在关注诚信、重视诚信，海南
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越来越浓了。”
但华章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50岁的但华章来自江西都
昌农村，戴着眼镜、个头不高，说话思
路条理清晰。丰富的经历和长期的
研究，让这个农民身上的“文气”越来
越重。

1989年，但华章作为“闯海人”
来到海南。他做过炊事员、业务员、
报关员，还摆过地摊、开过小店、做过
中介、办过公司，有过百万身家，也曾
债台高筑，经历可谓坎坷曲折。在与
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但华章多次遭

遇不诚信行为，比如被他人欺骗，被
老板拖欠工资。不过，“对诚信在社
会上的缺失和缺位痛心疾首”的但华
章并没有因此“以牙还牙”，而是更加
明白诚信的重要性。

带着内心“活命”与“使命”这两
颗种子，只上过函授大专的但华章从
1998年开始，投入绝大部分积蓄和
精力研究和践行诚信学。

“我出身农村，且并非学人，言论
难免受到奚落和冷遇，在一些人看
来，诚信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
化中的固有概念，而今有人竟欲对其
内涵进行重新阐释，对如此深刻的思
想进行论述，这种做法难免令人生
疑，也远非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
人能够完成的。此外，由我自身的实
践体悟形成的见解，难有现成的学术
著作可供借鉴，这也使得我在探索

‘诚信学’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是
但华章在《诚信学》自序中的一段
话。寥寥百余字，背后却浸透了道不
尽的艰难辛酸。

别人看但华章著书立说是“痴人”
说梦，但正是这股“痴劲儿”支撑着他
不断朝“圆梦”的路上前进。他提出了

“诚本论”、创办了诚信实体店诚信城
和诚信人网站。2007年，但华章参加
了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他的论文
《“诚本论”及其思想体系》荣获“标准

普尔-2007中国信用共建”论文征集
活动优秀奖，成为获奖者中唯一的农
民。2008年，但华章获得海南省“十
大好人”称号。同时他还坚持不懈地
到学校、公司、论坛去宣讲诚信的重要
性，热心参与交通疏导、无偿献血、反
扒、为农民工维权、服务“候鸟”老人等
志愿服务活动。

在不断的实践和研究中，最能代
表但华章心血的《诚信学》，今年正式
出版了。这部26万余字的书籍，曾经
因为作者的“草根”身份，要么被出版
社拒之门外，要么被要求改书名。“生
活上的困难都不算什么，这件事却让
我特别难受、备受打击。”但华章说。

幸运的是，该书几经打磨，最终
被中国商务出版社编辑出版。

海口市社科联党组书记董光海
欣然为该书作序。他表示，通读这部
作品，书里的观点和理论确实有不少
亮点和新意，尤其是创造了很多新
词，如诚信学、诚本论等。另外，书中
有独特的观点，比如将诚信虚泛无
形、高大空上的纯道德概念实化为有
形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的结果性
定义，且将诚信视为一门哲学社会科
学类的边沿新学科；将诚信建设主体
的模糊定位确定为“人”才是诚信建
设主体，政府和企业分别是诚信建设
的基础和先锋；明确诚信是资本且必

须让诚信资本兑现价值回报。其“诚
本论”翔实阐述了诚信转化成资本的
过程和诚本的特性与作用。

“信用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考量，
诚信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考量，诚
信比信用更重要，我们有必要建立
一个以诚信研究为研究对象的学
科或领域。欣慰的是，但华章先生
的作品可视为在此领域的极佳探
索。”山东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副院长陈新岗也为该书
作序。

海口市工商联主席、海南金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茂也为但
华章的诚信学研究提供了不少帮
助。他告诉记者，倡导诚信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而社会上浓厚的诚信氛围
也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土壤。支
持但华章研究诚信学，就是想让更多
人认识诚信、践行诚信。

“除了新书发布，我们还正在筹
建海南诚信建设研究会，探索开展

‘诚信指导师’培训。而这本书就是
诚信建设的‘施工图’和诚信指导师
培训的‘教材’。”但华章的语气中透
出期待。

他用了一个词——“我们”。相
信在海南诚信建设这条路上，还会有
更多的我们、你们和他们。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出版专著《诚信学》，引导更多人关注诚信、重视诚信

“闯海人”但华章19年执着追求诚信梦

但华章和他的专著《诚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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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上午，由国家卫生计
生委和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金会主办，省卫生计生委、省妇幼
保健院和省优生优育公共服务中
心承办的“爱心传递 防治出生缺
陷”公益行走进海南活动正式在海
口启动。此次公益行活动包括相
关政策宣传、知识普及，成立海南
省医务志愿者“防治出生缺陷”宣
讲团，出生缺陷防治资金和物资捐
赠以及到市县开展义诊活动等，在
全社会广泛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宣
传，以期推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
合作、专家支撑、群众参与的出生
缺陷防治长效工作机制，促进出生
缺陷防治政策完善。

为支持我省出生缺陷防治工
作，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中国出生
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将向我省捐赠
共计355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和公益物资。

12月9日，“爱心传递 防治出
生缺陷”公益行走进东方市，为这里
的民众开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
义诊活动。

当天一大早，在东方市中医院举
行的义诊现场，大厅里挤满了前来咨
询就诊的市民群众。专家们详细了
解了前来问诊群众的病史，就孕前优
生优育、产前筛查及诊断、新生儿多种
遗传代谢等多项疾病的咨询进行解
答。

“我听说今天市医院会有出生
缺陷筛查的义诊，早早就带着老婆
过来了。”在义诊现场，东方市民林
先生说，“我老婆刚怀孕，过来咨询
一下专家，还是要查一查孩子有没
有什么问题才安心。”

“‘爱心传递 防治出生缺陷’公
益行走进海南的义诊活动，这次专
门选择了来到东方市举行义诊活
动，让我们当地的百姓在家门口就
享受到来自省里的专家提供的优
秀、尖端的医疗服务。同时通过此
次活动也能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防
治出生缺陷的重视。”东方市副市长
潘文利说。

据介绍，截至目前，东方市共为

4726人提供地贫筛查，阻断2例重型
地贫儿出生，为7户建档立卡地贫儿
提供救助。该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宣传此次“爱心传递 防治出
生缺陷”公益行活动，倡导科学防治
出生缺陷、护佑母婴健康安全、保障

“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
参与义诊活动的解放军总医

院妇产科主任卢彦平表示，通过
这次义诊，发现当地民众对防治
出生缺陷的意识还不是很强。他
建议，当地可以通过引入更多更
好的医院和专家进行帮扶，同时
将本地医生派出去学习，共同努
力让当地防治出生缺陷的医疗水
平进一步提高。

成立科普宣讲团、开展义诊、捐赠防治资金……

“爱心传递 防治出生缺陷”公益行走进海南
（一）孕优“19+3”项目
我省从 2011 年开始，实施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检查和地贫筛诊“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
（G6PD）基因检测”“苯丙酮尿症（PKU）基因检
测”等项目，形成“19+3模式”。并计划于2018年
始，省卫生计生委计划将孕妇怀孕早期（24 周
前）未经地贫筛查的夫妇纳入防控范围。2011
年—2017年11月，全省19个县（市）共为56.4万
人提供国家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服务；优生知识知
晓率 98%，孕前优生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110.92%。

我省拓展的“19+3”项目，为 56.4 万人免费
提供地贫初筛服务，为所有初筛阳性的14.1万人

免费提供地贫基因检测服务等。
（二）出生缺陷、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由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资助的先天

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资助资金上百万元。截至
2017年11月30日，已有56人申请，已救助5人，共
4.3万元，救助项目正在实施中。

（三）新生儿疾病筛查
我省自2007年1月正式启动新生儿遗传代

谢病筛查工作，全省新生儿疾病筛查覆盖率达到
100%，年筛查量达 13 万例以上，筛查率将近
98%；至今共完成全省264家采血机构送检已超
过 100 万 例 的 新 生 儿 遗 传 代 谢 病 筛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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