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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芒果三大征集活动进入高潮阶段

网友秀创意婚纱照
为三亚芒果代言

本报三亚3月7日电（记者徐慧玲）三亚芒
果大集即将开幕。记者今天从“新春第一芒”活动
组委会获悉，日前启动的三亚芒果三大征集活动
已经进入高潮阶段。活动组委会今天公布了目前
三亚芒果创意婚纱秀入围作品名单，各地网友发
挥聪明才智，秀出与芒果相关的创意婚纱照。

“我的婚纱照是去年拍的。”陈女士说，照片中
她和爱人中间原先隔着一把扇子，为了契合活动主
题，她把扇子PS成一个芒果。

记者了解到，为了促进芒果产业提质增效，帮
助果农致富，三亚除了举办芒果大集，还将通过品牌
设计、宣传推广、活动造势、行业营销、国际会议等一
系列活动持续发力，进一步提升三亚芒果区域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三亚芒果“飘香”海内外。

三亚芒果大集10日开幕
音乐、抽奖、芒果秀等活动将持续两天

本报三亚3月7日电（记者袁宇）三亚芒果
是海南首个获得农业部登记保护的地理标志产
品。为进一步提升三亚芒果的美誉度与知名度，
促进三亚芒果产业发展，三亚将于3月10日在大
东海广场举办三亚芒果大集。活动不仅邀请芒果
生产商、加工企业现场展示优质芒果与衍生产品，
还将邀请海南本土知名音乐人、乐队现场表演，唱
响三亚芒果盛会。

三亚芒果大集将持续两天，现场将有众多芒果
企业优惠出售新鲜芒果及芒果衍生产品，参与芒果大
集的芒果农场主及各品牌代表还将进行现场推介。

三亚芒果大集还在现场设置了大量的有奖互
动环节。市民游客在享受各种芒果美食、芒果乐园、
芒果秀场等各类趣味游戏的同时，还能用自己在活
动中与芒果相关的照片参加有奖征集活动，赢取福
利大奖。活动还为市民游客设置了现场有奖才艺
演出等环节，让市民游客可以上台一展风采。

芒果大集开幕当天还将公布三亚芒果口号征集
活动的获奖者，并将现场抽取100名参与奖，每名参
与奖获得者都可以得到芒果大集提供的芒果福利。

今年中招考试
6月25日至26日进行
体育学科考试时间为3月15日至
4月20日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2018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至26日进
行。省教育厅3月7日下发文件，就做好相关考试
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根据安排，在我省学校就读，即学籍在我省的
应届初中毕业生，于3月8日至10日由学校统一
组织报名；在外省市学校就读并要求回琼升学的
学生和具有我省常住户籍的往届初中毕业生，于
3月10日至14日报名。

全省统一考试时间为6月25日至26日。体育
学科由省制定考试项目、考试工作方案，各市县（单
位）组织考试，考试时间为3月15日至4月20日。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记者单
憬岗 通讯员邓春英 符彩燕）“三八
妇女节”将至，省妇联联合有关单位
为我省3200名建档立卡贫困妇女、
留守妇女每人捐赠1份妇女两癌健
康保险，总保额达6400万元。这是
记者从今天下午省妇联联合海口市

妇联举行的主题为“贯彻十九大精
神 巾帼建功新时代”庆“三八”惠民
活动上获悉的。

本次活动通过开展有奖问答、宣
传资料、面对面解答等形式，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婚姻法》《妇女权益
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还邀请了

省内知名的法律专家、妇科专家，现
场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婚姻咨询、妇
科义诊、乳腺外科义诊等服务；邀请
了5家企业到现场举行招聘会，共为
妇女姐妹提供49个就业招聘岗位，吸
引广大妇女前来咨询应聘。

本次活动还举行了妇女两癌健

康保险捐赠仪式。由中国人寿保险
海南省分公司为我省3200名建档立
卡贫困妇女、留守妇女每人捐赠1份
妇女两癌健康保险，投保期为一年，
总保额达6400万元。若有妇女在投
保期内不幸患上宫颈癌或乳腺癌，均
各得到1万元的保险赔付。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发起
“情暖三八节”专项公益活动

海口300名环卫女工
将接受免费体检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张小燕）记者今天从海南
成美慈善基金会获悉，海南成美慈
善基金会联合海南省肿瘤医院、海
南省肿瘤防治中心共同发起“关爱
抗雾保运环卫工人”及“情暖三八
节”专项公益活动，并携手蚂蚁金
服公益平台上线“给环卫女工特别
的爱”公益项目，为海口市300名
环卫女工提供女性高发的肿瘤筛
查及更全面的身体检查服务，全方
位呵护环卫女工们的身体健康。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环卫工人昼夜不息地工
作，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保障了
海口市的道路整洁和环境卫生。
高强度的工作使得这些“城市美容
师”们往往忽略了对自身健康的关
注，希望通过公益活动全方位呵护
环卫女工们的身体健康。

省妇联开展“三八节”惠民活动

3200名贫困与留守妇女获赠两癌健康保险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唐昌婷 卫静

“一件工作，甲、乙合做需4小时
完成……乙单独做完这件工作要多
少小时？”3月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南茂中心小学一间教室里传出
诵读的声音。课堂里带领学生们把

数学题朗读出来的教师叫谭海珍。
“谭海珍老师既是学生们的老

师，也是这些孩子的家长。”该校负责
人林秋萍说。乡村教师谭海珍，以勤
字当头，在普通的三尺讲台上，她用
爱心和专业悉心培育着孩子们。

1993年，谭海珍大学毕业后，便被
分配到南茂中心小学教书。从教20多

年来，她因学施教，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让每个孩子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不
少学生对数学课会莫名排斥，但谭海
珍却能通过一个故事或是一种游戏，
让学生们不由自主地喜欢上数学
课。”该校教师梁丽艳说。

爱生如子，对每个孩子绝不轻言放
弃，是谭海珍的教学理念。乡村学校不

少学生底子差，且贪玩好动，但谭海珍
却说：“习惯要一点一滴培养。我觉得
只要有耐心，他们会慢慢改变。只要孩
子们肯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

25年，默默耕耘，谭海珍始终以
勤字当头，扎根乡村教育事业，2017
年9月，她还被评为“海南省最美乡
村教师”。 （本报保城3月7日电）

省最美乡村教师谭海珍创新授课方式

三尺讲台育桃李 勤字当头写春秋

关注三八国际妇女节

五源河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
月底交付使用

贫困户佛手瓜喜丰收
扶贫干部上门帮推销

日前，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坊门村的蔡汝平
等5户贫困户“抱团”种植的佛手瓜喜获丰收。龙
华区扶贫干部来到村中查看瓜菜丰收情况，并帮
忙推销。

本报记者 王凯 特约记者 刘伟 摄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金昌波
通讯员 薛欧 龚梓 江金海 刘慧

3月3日零点16分，49岁的蔡夫
广终于放下了他永远放不下的工作，
走了。

生命弥留之际，为了不给家人、单
位和医院添麻烦，他用尽最后一点力
气，强忍巨痛，撑过了元宵节才走。临
终时，他喃喃地说：“还有很多工作没
做，我却要睡觉了……”

如果时光能回溯，人们可以看到：
罹患重症后，他依然带病高强度工作
5个月，一天也没休息；在新成监狱，
他的值班次数高居单位中层干部首
位。5年来，他作为院长一手创立的
省新成监狱卫生院，已完成两万余名
新犯的体检筛查，筛查出各类病犯
2000多人，从未出现任何医疗事故。

在同事眼中，他是务实敬业的好战
友、好民警；在病犯眼中，他是24小时
不下班的和蔼警官、贴心医生；在家人
眼中，他是孝顺儿子、爱心丈夫、慈祥父
亲。人去丹心在，铁血铸英魂。在角色
的切换中，蔡夫广完美诠释了一位监狱
民警医生的人生真谛。而他，只是海南
无数司法干警中的普通一员。

为警：不忘初心的钢铁战士

“医生们都说，夫广是最坚强的病
人。”妻子温兴乾眼里闪着泪花，想起
丈夫为了减缓病情恶化，多次拒绝打
强力止痛针，“难怪我妹夫老叫他‘钢
铁战士’。”

蔡夫广的坚强，更充分地体现在
他生命的最后半年里。

省司法厅警务组织宣传处处长陈
华说，去年9月蔡夫广的体检报告就

显示甲胎蛋白达1000多（正常值为
0-20）。蔡夫广意识到自己已罹患重
症，但身负重任的他很快又投入到繁
忙的工作中。直到今年2月6日，他
再次检查才发现已是肝癌晚期。漫长
的5个月时间里，蔡夫广始终坚守在
工作第一线。

1月23日，他最后一个值班日的
记录上，留下了当天工作内容——

门诊4人；为134名新收押服刑
人员体检初筛查。他还特别写道：二
监区病犯王某（80岁）为高血压、冠心
病患者，望及时治疗。

时刻关注病犯病情的蔡夫广，对所
有人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同事朱晔记
得，今年1月份他说胃不舒服，大家还以
为是常见的胃病，“当时他的工作量甚
至比我们多。”

成为一名好警察，这是蔡夫广始
终坚守的初心。初中同学、新成监狱
生活卫生科科长王世森记得，小时候
蔡夫广就经常表达出对警察职业的崇
敬。1996年他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
监狱人民警察。

“蔡夫广值班数量，在30多名中层
干部中高居首位。”新成监狱政治处主任
刘家群说，一般的中层干部七八天值班
一次，蔡夫广却每5天就值班一次。其
他人经过24小时的值班后，一般会休息
一天后再上班，他却从来没休息过。

这份对民警职业的执着追求，感
动了无数人。3月2日下午，分别受省
司法厅厅长郑学海和省监狱管理局局
长陈晓昆的委托，省司法厅政治部主
任王小龙和省监狱管理局政治部主任
林冬丽专程到医院看望蔡夫广。王小
龙称赞蔡夫广说：“你给警徽增了光，
为党旗添了彩。”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蔡夫广依

然初心不改。临终时，他提出“穿着警
服走”的要求，并获得批准。3月5日
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身着警服的蔡夫
广面容安详，宛然如生……

为医：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

去年11月的一个中午，一个服刑
人员突然昏倒，必须马上做出判断，是
否送外就医！

蔡夫广迅速发现病犯血压低，呼
气有苹果味，马上判断出这是糖中
毒，便迅速协调送医。救治的医生
说，幸亏送医及时，“再晚几个小时人
就没有了”。

“监狱医疗卫生工作非常重要。”
省新成监狱政委罗运周说，民警医生
要了解服刑人员从收押开始以及改造
过程中的身体状况，诊治病犯，这样才
能有利于改造，“蔡夫广总是哪里需要
就往哪里去，每个关键节点都冲在第
一线。”

医者仁心，是蔡夫广朴素的人生
信条。

四监区监区长李发滨曾是卫生院
的教导员，与蔡夫广搭班子3年多。
他记得，蔡夫广对每一个病犯都会认
真地诊治，准确地诊断，及时地送医。
因为病犯的特殊性，若病危不及时就
医，就可能导致在监狱内病亡；若病情
达不到送外就医的程度，就有服刑人
员脱逃的危险。因此，对于送外就医
必须有非常精准的判断。

2016年有个服刑人员陈某病情
加重，在场民警医生犹豫着是否要送
外救治。蔡夫广获悉后，第一时间赶
到卫生院，及时下达送外就医决定，避
免了事故的发生。

23年如一日，坚守监狱医疗一

线，甘于奉献是他的人生信条；身先士
卒，全身心投入救治病犯，义无反顾是
他的职业操守；尊重生命，谆谆开导重
病病犯，持之以恒是他的道德准则。

服刑人员颜某罹患舌癌，送到卫
生院后，蔡夫广亲自将他送外就医。
颜某情绪非常低落，蔡夫广多次与他
交流谈心，从思想上多方开导他。

“蔡院长和我聊家庭、聊孩子，还
讲了很多人生道理。”颜某说，蔡院长
的语重心长，帮自己树立了信心。蔡
夫广还为他开出特殊病号餐——各种
流质食品，这让颜某感动不已。出院
后，蔡夫广一到复查时间就敦促颜某
复查，防止复发。

“没有蔡院长的关怀，我的病很难恢
复。”如今，颜某身体越来越好，“我一定
要对得起蔡院长的照顾，好好改造，以后
回报社会。”

仁者，心怀苍生；德者，敬畏生命。
蔡夫广这位高墙内的灵魂医生，生动诠
释了一名医者仁和德的最深刻内涵。

为亲：骨肉连心的至爱家人

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一。
蔡夫广一家围坐在圆桌前，不停

举杯，暖暖的氛围充满整个房间。
“这是我们结婚后，夫广和家人度

过的唯一团圆年。”妻子哽咽着说，那
天他强忍病痛，尽可能保持笑容。

在家人眼中，他是好儿子、好丈
夫、好父亲。

“我在广东工作，家里的事大多是
他在操办。”哥哥蔡夫深记得，母亲患病
在海口住院，当时在三亚工作的弟弟请
长假来陪，病情稳定后每个周末都赶回
海口，后来干脆从三亚监狱调到琼山监
狱。母亲去世后，为照顾好父亲，他尽

可能每周抽时间回家陪老人。
蔡夫广辞世当天，坐在蔡家简单

装修的房子里，温兴乾深情回忆着23
年的婚姻历程。

“我看中的，就是他对周边的人
都很好。”温兴乾记得，蔡夫广经常值
夜班，可他只要有同事请假还去顶
班。生小孩时，温兴乾痛得死去活
来，他正在三亚值班，生完后才回
来。为解决分居的问题，温兴乾两次
辞去稳定工作，追随丈夫南下三亚、
北上海口。

为补偿妻子，妻子生产后，蔡夫广
特地请了第一个探亲假，在家里伺候
妻子坐月子，做饭、洗尿布，样样都
干。每次回到家中，他总是抢着下厨，
做的饭菜让妻女连连夸赞。

“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妻子说，
他从小就对女儿蔡珉的教育抓得非常
紧。女儿在海中初中部寄宿，他每周
末总会尽可能抽空接送女儿。他非常
注重对女儿的言传身教：散步时，他常
常会随手做一点好事；多买几份报纸，
让报童早回家；多买一点水果，减轻挑
担老人的重负。

女儿没有辜负爸妈期望，学习
成绩好，多次荣获“三好学生”；多
才多艺，已考过古筝九级，弹得悠
扬婉转。

“他最放心不下的也是女儿。”温
兴乾说，刚检出肝癌的时候，蔡夫广和
女儿约定，一定陪她考完中考。

“没想到爸爸还不到一个月就走
了。”女儿满眼泪花，“爸爸，你怎么会
失约了呢？”

新成监狱监狱长张晋说，监狱党委
已决定迅速开展向蔡夫广同志学习的
活动，将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发扬光大。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仁心警医砺初心
——追记省新成监狱卫生院院长蔡夫广

琼岛最高气温将明显下降
本报海口3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

晓虹 李云艳）记者今天下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受雷阵雨影响，预计3月8日，海南岛东线高速
公路海口至万宁路段道路湿滑，对交通运输有一定
影响；琼州海峡通航条件较差。3月9日-10日，交
通运输气象条件较好，海峡通航气象条件一般。

省气象台预计，3月8日，全岛大部分地区有雷
阵雨；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全岛15℃～20℃，最低气
温中部地区12℃～14℃，其余地区14℃～16℃。3
月9日-10日，全岛多云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交通方面，预计3月8日，全省主要路段普遍
湿滑，对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琼州海峡风力6
级-7级，阵风8级，通航条件较差。3月9日-10
日，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琼州海峡风力5级-6级，
阵风7级，通航条件一般。

目前，海口市五源河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项目已完成工程总量的90%，各项专业工程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本月底将完工交付使用。图为
建设中的五源河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容纳5万名观众，建成后将成为我省最大的综合体育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