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路（千江悦—海口汽车西站）

78路（江南城—假日海滩）

79路（玉成村公交总站—紫荆花园）

201线（桂林洋大学城—演丰镇政府）

机场快线（白沙门公园 —美兰机场）

J1线（桂林洋大学城—海口美兰机场）

J2线（桂林洋大学城—海口火车站）

J3线（桂林洋大学城—白沙门公园）

新增8条公交线路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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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如果说这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
生命，正是医者，在用心护佑着这份
美好。他们或许默默无闻，他们或
许平凡普通，但却是他们，用不离不
弃的坚守，用穷尽一生的执着，用无
微不至的关怀，新点亮生命的火焰。

3月18日晚，2017年度第四届
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揭晓
晚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剧院隆重
举行。他们一一走上舞台，用亲身
经历，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医患
故事，为海岛的这个春天写下最美
的华章。

最美是不离不弃的坚守

“陈老，扎根乡村几十年，您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最大收获是周围村里的人，我
个个都认识。”

年过古稀的澄迈县永发镇永发
村乡村医生陈仕楷，面对主持人的
问题，他骄傲地这样回答。可不是
嘛！当主持人随便请出一位村民，

陈老就能和盘托出这位村民一家四
辈人的名字。

平凡的岗位，默默的坚守，现场
所有人此刻都感受到了陈仕楷一辈
子作为医者的那份满足和幸福。

40载行医路，对于海南省中医
院主任中医师、全国名中医张永杰来
说，同样是一次人生的修行。他将自
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海南这片热土
上，为海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医学
术继承人。

颁奖典礼上，张永杰的学生们
来了，他们饱含热泪从恩师手上接
过那一本本已经珍藏多年，纸张有
些泛黄的行医笔记。他们表示将
铭记恩师的嘱托，把中医医学学精
学通，走到哪里，都要造福一方老
百姓。

最美是大爱无私的奉献

今晚，我们感恩于医者不离不弃
的坚守，更感动于医者大爱无私的奉
献。

在这个舞台上，今晚大家零距
离走近他们，见证那手术室大门后，

隐藏在绿衣和口罩里的“职业底
色”。

海南省人民医院秀英手术室护
理团队，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与死神赛跑
的工作。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月亮天使”的
神圣使命。

今晚，掌声和鲜花属于所有为
医疗事业奉献出热血和汗水的他
们。唯一遗憾的是，却有一人，永远
地缺席了这场同样属于他的盛典，
他就是文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邢益佐。

现场，观众只能从邢益佐小女
儿和妻子的深深思念中，来感知这
位“疾控战士”的不朽和坚强。在妻
子眼中，邢益佐是一个“不顾家”的
人；在女儿眼中，邢益佐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冲锋者”。

他们中，有选择放弃一线城市
高薪待遇，无私无畏奔赴海南岛
拓土垦荒医疗事业的腹部肿瘤外
科泰斗、如今的海南省肿瘤医院
业务副院长邵永孚；有致力于为
海南填补小儿神经外科空白，来

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小儿神经
外科专家顾硕；有放弃湖北老家
稳定工作，拖家带口来到海南文
昌，担起文昌打造“一小时急救
圈”重任的同济文昌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张腊喜；还有全身心投
入急诊工作 10 余年，抢救患者
800 余人的万宁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蔡强文。是他们，用滴
水穿石的力量，托起海南900多万
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最美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现场，我们所感受到的医者大
爱之美，还在于他们所付出的，对患
者无微不至的关怀。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小儿科病区
主任龚石的手机里存储了成千上万
张患儿的照片。工作之余，龚石会
习惯性打开这些照片，一张张放大，
仔细查看。“多看看，下次如何增减
药量，心里就有数了。”这是龚石的
口头禅。

“精神病人只是生活在自
己的世界里，希望家人们不

要放弃他们。”海南安宁医院主任
医师、医务科长蒋陆平现场发出这
样的呼声，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一位
精神科医生是如何几十年如一日
保持对生命的最高敬重。

颁奖典礼上，五位老京医专家
代表也来到现场，年迈的他们，依然
保持着对医疗事业的极度热忱，他
们跨越千里，来到海南开展医疗帮
扶工作，现场所有人对他们致以最
高敬意。

现场还颁出10名好医护提名
奖，他们纷纷登上奖台，接受最热烈
的掌声和最诚挚的致敬。

在现场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
2017年度十佳好医护和10位提名
奖获得者带领下，全场医护人员集
体起立宣誓，将晚会推向又一个高
潮：“我自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
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拳拳医者心 深深医患情
——2017年度第四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揭晓晚会侧记

海口拟新增8条公交线路
优化调整10条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萃）记者从海
口交通运输与港航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优化海
口市公交线网结构，提升公交运营服务水平，根据
《海口市公共交通网络整合优化研究》，该局拟在
近期优化调整10条公交线路、新增8条公交线
路，并在原线路基础上新增7条公交大站快线。

据了解，所涉及调整、新增的公交线路将在海
口市交通运输与港航管理局门户网站http：//jtj.
haikou.gov.cn、“海口公交出行”微信公众号、

“椰城市民云”app等公示，公示时间从19日至25
日。市民可通过咨询电话（0898-66663066）反
馈，或者将意见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gongjiao-
kets@163.com）进行反馈。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叶
媛媛 孙婧 邓海宁 通讯员李虎虎）今
天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上午9
时，海口在假日海滩举办第十届二
月二“龙抬头”海洋民俗文化旅游节
活动。活动包含了“沙滩寻宝纳福”

“民俗产品展示”“海上运动体验”等
多项内容，吸引在场众多市民游客
共同参与。

据悉，本届海洋民俗文化旅游节
以热爱海洋、保护海洋、传承优秀民
俗文化为主旨。活动分为抬公仪仗
巡游、祭海典礼、沙滩寻宝纳福、祭海
文化展示四个部分

在本届旅游节活动中，还首次举
办了海洋民俗文化高峰论坛。海口
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海
洋旅游”“海洋产业”和“海洋强省”等
课题，助推海口旅游发展，助力海南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
今天上午，上万市民游客齐聚南

海之滨三亚大小洞天景区。这也是
第十四届中国三亚龙抬头节南海祈
福系列活动的现场，古老的祭海祈福
活动展示了传统民俗文化，也祈愿着
当地风调雨顺，渔业兴旺发达，人民
安居乐业。

祈福现场，由龙旗、候旗、神位、
主祭人、道长、嘉宾及海南民众等数
十人组成的逾百米祭祀队伍，依次进
行神位安座、祭告南海、放生祈福等
祭祀仪式，以表达对海洋的敬畏和感
恩。随后，24位舞者表演了古老的六
佾舞，通过龙到人间、迎龙、拜龙、送
龙的舞蹈形式，表达对“南海龙王”的
敬意。祈福现场正对的海面上，聚集
了数百艘前来祭拜“龙王”的渔民船
只，渔民们燃放鞭炮，共同祈愿风调

雨顺，渔业兴旺。
大小洞天景区董事长陈积明介

绍，景区努力将中国三亚龙抬头节打
造成为一张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名

片，通过节庆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
古崖州文化，也激发人们对海洋的崇
敬与热爱，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海洋
保护的行列中来。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眼睛要专注往前看，这样比较
有神；声音再往上提一点，吐字要准
确……多多练习就好了。”自从2017
年冬天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正式
组建京剧沙龙后，对京剧学员进行这
样的指导，已经成为黄晶华每天重要
的工作。

黄晶华是沈阳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她的爱人、国家一级导演王占
芳退休前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戏曲剧
院副院长。

1993年，黄晶华、王占芳第一次
来到海南，和同事一起给海南观众献
上多场慰问演出，三个多月的逗留，
美丽的南国风光给两人留下了深刻
印象。

或许正是当年与海南结下了缘
分，十多年后，他们的女儿来到了海

口工作并定居。2015年退休后，夫
妻俩选择来海南安度晚年。“海南的
绿水青山和这里的人文环境也一直
吸引着我们。”黄晶华说。

来到海南后，和京剧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黄晶华、王占芳将这份热爱延
续了下来。平日里，他们都会到公园
里吊嗓、练功，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京
剧票友。

“大家自发的京剧班东一个、西
一个，为什么不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有
影响力的票友之家呢？”王占芳和孙
艳萍、郑湘等几位热爱京剧的票友商
量后，最终在海口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的支持下成立了京剧沙龙，而他和黄
晶华还有其他几位专业人士就成了
大家的辅导员。京剧沙龙成为了众
多戏迷相互切磋、提高技艺的重要平
台，目前已有近50位学员。

除了积极参与京剧沙龙工作，从

2016年9月起，他们每周都会去玉沙
社区参加京剧兴趣班活动。2015年至
今，夫妻俩多次参加公益演出。黄晶华
跟随着海口市艺术团，深入海南农村，
为村民们送去了精彩的京剧演出。不
仅如此，她还先后受邀参加了2017年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演出、第十七届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演出等。

目前，夫妻俩已长期居住在海
口。黄晶华笑着说：“玉沙社区的居民
们还会为我们举办生日会，让我们感
觉跟在自己家乡一样。所以我们这是
发挥余热，为第二家乡文化发展作贡
献。”

“‘双创’让海口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市民们的精气神也跟着提升了。”
王占芳说。对于他俩，最大的欣喜还
是海南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各类文
化演出越来越多。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让黄

晶华与王占芳也跃跃欲试，希望能为
本地戏曲事业发展再加点油、添把力。

“海南拥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又有
这么多‘候鸟’人才。下一步，我们要
多创作一些传播海南之美，弘扬海南
正能量，展示海南人民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奋进拼搏的作品。”王占芳说。

在黄晶华看来，海南戏迷对于传
统戏曲有着较高的热情，琼剧、京剧
可以跨剧种借鉴，融会贯通。此外，
她还希望能够为海南的戏曲进校园
再多做些工作。

“传统文化的普及推广离不开政
府的支持，希望政府能够在场地、人
才培养上给予戏曲事业更多倾斜。
海南今天在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进
步，也让我们有信心看到传统戏曲在
这里能够开出更美的花、结更香的
果。”王占芳说。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京剧专家黄晶华、王占芳夫妻俩在琼参加公益演出，义务辅导学员

“发挥余热，为第二家乡文化发展作贡献”

儋州供电局启用
局长24小时服务热线
用电有诉求可拨32661166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马胜杰）3月17日晚，儋州供电局在儋州市民文
化广场举办“局长接待日”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企
业形象、安全用电知识、便民服务方式宣传等，尤
其是公布了局长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0898-
32661166，今后用电将更加便民。

为了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儋州供电局此次“局
长接待日”活动主题内容融入本土艺术，以儋州山
歌、儋州调声、儋州小品等形式来表现，穿插了精
彩表演及有奖问答等环节。

当晚，儋州供电局工作人员接到客户诉求
257件，其中现场协调解决186件，不能现场解决
的71件将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客户回访组专用
电话予以答复。

儋州供电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该局将通
过局长24小时服务热线，主动接受客户诉求及投
诉，快速响应并及时精准解决客户用电问题。年
内，该局“局长接待日”活动将覆盖儋州市所有镇、
国营农场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口三亚举办民俗庆典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民俗展演二月二 风调雨顺祈丰年

（其中 J1、J2、J3 为假日公交，将
在大学城假期开通，解决大学城师
生到枢纽站的出行问题）

新增7条公交大站快线分别为

1路、28路、37路、40路
41路、45路、57路

调整优化10条公交线路分别为

35路（高铁东站—火车站）

54路（滨江国际—省药物研究所）

57路（外滩中心—海南软件园）

68路（桂林洋热带植物园—东湖）

77路（外滩中心—恒大海口文化旅游城）

92路（八一小区—永和小区）

93路（永和小区—明珠广场）

94路（滨涯路—长滨五路公交场站）

96路（海口高铁东站—永和小区）

夜4路（新海港—海口西站）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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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为五指山
茶产业建言献策

本报保城3月18日电（记者贾
磊）今晚，五指山市茶叶产业发展研讨
会在该市举行，来自国内20多名茶产
业专家从育种、产品营销等多方面为
五指山茶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研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副所长鲁成银表示，五指山茶
产业发展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提高茶产业化经营水平，实现

“一产”以外的价值。鲁成银指出，五
指山茶产业发展，应以区域特色产品
五指山红茶形成的区域公用品牌为
引导，走产品、产业、区域经济融合发
展的道路。

“1985年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就将海南大叶茶认定为国家品
种，其具有育芽能力强、芽叶密度较
稀、产量较高等特点。政府部门可以
建立一个省级茶树品种资源圃，对有
潜力的优良单株，在不断扩繁的同时，
申报植物新品种保护和进入育种程
序，为海南茶产业培育新的优良品
种。”中国茶树改良中心副主任、研究
员陈亮表示。

东方市启动第五轮
省市重点项目专项巡察

本报八所3月18日电（记者张惠宁）3月19
日，东方市启动第五轮省市重点项目专项巡察，重
点巡察东方市2017年省市48个重点项目业主单
位及协助单位，巡察可根据工作需要，扩大至项目
建设属地党委、政府和项目审批、征地拆迁、验收
等各环节涉及的有关单位。

据介绍，此次巡察是东方市第一次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专项巡察。巡察对象为东方工业园区等
15个业主单位，巡察范围是被巡察项目业主单位
和协助单位及下属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东方市第五轮省市重点项目专项巡察实施
方案》列出了巡察内容，紧扣“工程廉洁优质、干部
清廉优秀”目标，了解和掌握各相关部门在项目审
批、招投标、资金使用与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
全、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情况，着力查找存在的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

3月16日，东方市委召开了第五轮省市重点项
目专项巡察动员会，全面部署巡察工作。根据本次
巡察工作需要，东方市设立了四个巡察组，进驻被巡
察单位开展巡察。东方市委书记铁刚在动员会上表
示，巡察的重点在于发现问题。要坚持边巡边改、立
行立改、即知即改，把巡察整改作为推动工作的有力
手段，整改不到位不撒手，问题不解决不收兵。

本轮驻点巡察的时间为40天，即2018年3
月19日至2018年4月28日。

全省律师工作会议强调

加快落实律师制度
改革各项任务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金
昌波）昨天下午，全省律师工作会议在
海口召开，总结经验并研究部署今后
一个时期的律师工作。

会议要求，以“钉钉子”精神加快
落实律师制度改革各项任务，不断加
强律师工作和律师队伍建设，促进我
省律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要精准发
力，坚持维权与惩戒并重，一方面要落
实和完善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各项制度
措施，另一方面要坚持强化对律师执
业行为的监督管理；要转变观念，充分
发挥律师职能作用。当好法律参谋，
服务科学立法、重大决策和依法行
政。提升服务深度广度，促进经济法
治建设。维护公平正义，营造和谐稳
定的社会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做好
公益法律服务。

好医护感人的事迹让现场观众落泪。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3月18日，三亚大小洞天景区附近海面，数百艘渔船自发组织参加祈福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7年度第四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揭晓晚会现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