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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钟坚

人们非常熟悉的电动车如果使
用不当，就会成为我们身边的不定时

“炸弹”。
据统计，2017年我省共发生电动

车火灾45起，共造成1人死亡，8人受
伤，烧毁电动车572辆，电动车火灾起
数同比2016年上升60%，且80%以
上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充电过程中。近
日，全省启动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

80%以上电动车火灾
因充电引起

2016年5月29日凌晨，海口市秀
英区书场村出租屋一楼电动车发生火
灾，造成上百辆电动车损毁，66人入
院检查治疗；2017年2月9日早上，海
口市美兰区海甸岛安民路万福新村一
个室外停车棚发生火灾，烧毁电动车
250辆；2017年3月5日上午，海口市
金花新路出租屋一楼停放的电动自行
车发生火灾，致1人当场死亡。

省公安消防总队指挥中心有关负
责人介绍，电动自行车一些部件都是

由塑料、橡胶和聚氨酯材料制成的，这
些材料多数属于易燃的材料，易发生
火灾。非法改装、使用劣质的充电
器、充电时间过长都是造成电动车火
灾的主要原因。据消防部门不完全
统计，80%以上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充
电过程中。

全省开展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据不完全统计，我省目前拥有电
动自行车约200万辆，仅海口就有80
万辆左右。伴随着电动车数量的剧
增，电动车火灾事故的发生概率也渐

渐增大。
从5月开始至今年年底，我省在

全省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
治理，严格查处以下行为：不按标准
或者降低标准生产电动自行车及蓄
电池、充电器等配件；私自改装和拆
卸原厂配件；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建
筑首层门厅、楼梯间、共用走道以及
地下室、半地下室等室内公共区域，
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生
产、生活隐患。

四招教你防范电动车火灾

如何在源头上遏制电动自行车

火灾的发生？省公安消防总队有关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和存放电动
车时要做到以下4个方面：一是在买
车时，要选择具有生产许可证、市场
知名度高的品牌车。二是在使用中
不得擅自拆卸电气保护装置，三是不
得在建筑首层门厅、走道及楼梯间内
存放电动自行车。城中村自建房集
中存放电动自行车的房间应设置简
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防火门，
配备灭火器材等。四是充电线路敷
设应固定安装，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
护装置。充电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12个小时。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别让电动车成为不定时“炸弹”
我省电动车火灾事故呈高发态势，八成以上因充电引发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林道程 陈德君

“堂叔，我是蔡爱馨，我们终于回
来了”……5月25日，马来西亚华侨
蔡爱馨一行来到琼海市中原镇书斋
村，就被家人团团围住，大家相互介
绍、认识。

蔡爱馨的堂叔蔡德华拿出伯父
（即蔡爱馨的祖父）邮寄回来的照
片，“这是伯父以前给家里邮寄的照
片，一直保存着。以前只能看看照
片，现在，等了几十年，一家人终于
团聚了！”

旁边，年轻一辈们互留电话互加微
信，虽然过去未曾谋面，但交谈甚欢。

摆上特意准备的贡品，一家人一
起虔诚地上香，祭拜祖先。祭拜祖
先后，蔡爱馨迫不及待地想到处看
看，“一方面，想看看祖父过去生活的
环境，另一方面，也想让后辈们记住
自己的根。”

蔡爱馨告诉记者，此次来海南，是陪
同儿子、女儿来参加海南方言歌曲创作
大赛。来海南之前，就一直记挂着寻亲。

蔡爱馨的祖父12岁那年从海南
下南洋，刚开始还与老家有联系，经
常邮寄家书、生活费。后来由于通
讯、交通不方便和其他原因与海南亲
人失去了联系。“祖父虽然远离故土，
但是一直思念家乡，他要求后辈坚持
学习汉语。我们这次回来，希望完成
祖父的夙愿。”蔡爱馨说，儿子的声乐
老师冯标科经常往返海南，我将祖父

的名字告诉他，希望他能帮忙。
冯标科回忆，当时，他就去马来西

亚海南会馆查询，了解到蔡爱馨的祖
父老家在琼海市中原镇书斋村。“这就
好办了，我将这些信息发到海南省侨
联建立的海南华侨海外群，马来西亚

海南会馆联合会林秋雅会长也与海南
省侨联联系说明情况，当时就引起海
南省侨联领导的关注。”冯标科说。

省侨联干部经过多次研究，确定
了寻找方向。通过走村访户、查找族
谱、现场核证等方式，终于联系上了

蔡爱馨的亲人。
参加完海南方言歌曲创作大赛

的第二天，蔡爱馨在海南省侨联相关
负责人的陪同下，赶回书斋村，寻亲
成功，圆了一家人多年的夙愿。

（本报嘉积5月27日电）

省侨联帮助马来西亚侨胞蔡爱馨琼海寻亲

失联数十载苦苦思念 今朝喜团圆恋恋故土

海南省糖尿病专科
医联体成立
推动我省糖尿病诊治同质化工作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记者符王润 计思
佳）今天，由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牵头的海南
省糖尿病专科医联体正式成立。据悉，海南省糖
尿病专科医联体成立后，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
院将致力于我省的糖尿病诊治同质化工作，统一
临床路径和诊疗规范，做好质量控制，共建主要疾
病临床数据库，实现各成员单位共享资料，提高糖
尿病诊疗水平。

今后，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将帮助支
持成员单位制定糖尿病专业的学科发展规划、
培养技术骨干、进行业务指导，派专家到成员
单位会诊、坐诊、查房、讲课等；接收成员单位
的糖尿病专业医师进修或短期培训，免培训
费；根据患者的病情和地域等因素，进一步促
进成员单位之间的双向转诊；通过远程诊疗平
台，完成疑难病例会诊、病例讨论和远程教学
等工作，促进成员单位的糖尿病专业水平持续
提升。除此之外，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获
得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课题，将邀请成员单位共
同参与完成，并支持帮助成员单位申报科研项
目等。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针对近期全国
酒驾醉驾肇事交通事故多发，特别是
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球迷
饮酒观赛、庆祝活动密集，夜间酒后
驾驶违法风险突出等情况，根据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统一部署，省交警总队
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酒驾醉
驾毒驾夜查统一行动。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地公安交管
部门突出整治重点，以城市特别是
城乡结合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
路以及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点段
为重点区域，以夜间特别是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为
重点时段，实行“3+N”整治，集中查
处酒驾醉驾毒驾等突出交通违法犯
罪行为。要严管严查严治，加大警

力投入，城乡统筹、多地联动、警队
联勤，织严织密整治网络，做到城
市、县乡、高速公路整治同开展、全
覆盖、无盲区。要精准查缉布控，充
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
酒驾醉驾毒驾违法犯罪行为的分析
研判，掌握本地酒驾醉驾毒驾人员
出行时间、路线等规律，及时、高效、
精准布控查缉。

省交警总队要求，要强化宣传
引导，大力推行酒后代驾服务，从源
头上预防酒驾醉驾发生。通过邀请
媒体记者随警作战、组织现场执法
直播等方式，大力宣传酒驾醉驾毒
驾夜查统一行动情况及整治战果，
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涉酒涉毒交通违
法和事故案例，提高执法震慑和惩
戒力度。

我省集中开展酒驾醉驾毒驾夜查行动
在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实行“3+N”整治

包粽子、品美食、赏美景

百名游客走进
定安粽子工坊

本报定城5月2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陈慧）“就是这个味！这么正宗的蛋
黄肉粽，实在是太好吃了！”昨天，在定安县雷鸣镇
干埇村伍荣昌粽子工坊，游客黄慧一家三口人围
在餐桌前分享着定安粽子，不停称赞。

这是2018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系
列活动之一“美食品鉴亲子团走进定安粽子工坊”
的活动现场。

在当天活动中，游客们首先品尝了定安黑猪
肉粽、红豆芋头梗酸笋汤、菜包饭和定安鸭饭等一
系列定安特色美食，体验定安丰富的美食文化。
随后，亲子家庭参与到“采摘粽叶PK—全家包粽
子PK赛”环节中。他们在当地包粽子能手的指
导下，紧张有序地包着粽子，现场加油声、欢笑声
此起彼伏，其乐融融。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美食的旅程，更是一
次美食与文化的碰撞。”活动承办方负责人表示，
活动通过邀请广大市民寻味定安古城，开启美食
记忆，遍赏生态美景，为人们订制独一无二的定安
端午记忆。

据悉，本届端午美食文化节将充分挖掘县域
文化、生态和美食资源，设计以“美食+旅游+文
化”为核心的13项活动。此次活动结束后，6月2
日即将在定城仙屯村举办“享美食盛宴，品定安鸭
饭”活动，邀请广大市民参与。

海南太古公司为希望小学
捐赠图书和学习用具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 （记者王黎刚 通讯
员梁海峡）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和
省内志愿者5月24日走进东方可口可乐希望小
学，与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一起提前过“六一”儿
童节，并给孩子们赠送了500册图书和100套
学习用具。

1996年9月，东方可口可乐希望小学由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助资建立。多年来，学校规模、教
学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可口可乐、当地政府和社会爱
心人士的支持。当天，海南太古可口可乐特别邀请
海南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老师向山区的孩子们分
享校园安全知识。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刘
怡汐表示，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作为驻地27年企
业，在乎可持续发展，在乎社区的发展，同时也在
乎孩子的快乐成长。

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
图书馆评估定级揭晓

保亭图书馆获评
一级图书馆

本报保城5月27日电（记者贾
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记者从国家文化
与旅游部官网获悉，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图书馆在近日开展的第六次全国
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获
评一级图书馆，也是此次评估中我省
唯一的一级图书馆。

“保亭图书馆于2009年3月由县
政 府 投 资 兴 建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4871.37平方米，主体建筑3层，共有
纸质藏书约15.2万册，电子图书18.6
万种，阅览坐席323个，是一所集图书
信息、网络阅览、特色文化、学术报告、
知识培训、图书流动、休闲交流为一体
的现代化图书馆。”保亭文体局局长吴
凌云表示。

据悉，保亭目前已构建了总分馆
制城乡一体化服务体系，公共阅读活
动丰富多彩，图书流动车为基层村民
服务，阅读流动推广服务已经延伸到
该县基层服务点、乡镇、村庄。同时该
馆还建立了微信平台，读者可以通过
扫描二维码进入保亭图书馆的微信公
众号，了解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和最新
信息动态，通过读者卡与微信公众号
的绑定，读者可在移动端完成图书信
息检索、图书续借、个人信息查询等。

琼海一男子
编造谣言被拘10日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邓
海宁）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琼海一名男子
因编造谣言“海口美兰区云龙镇一家
四口被杀”在微信群内转发被依法行
政拘留10日。

经海口警方调查，海口市美兰区
没有发生类似的案件，云龙镇隶属琼
山区，也没有发生类似案件，截至目
前，海口警方也没有接到其他辖区的
相类似警情。

今天凌晨，办案民警在琼海市东
红农场将涉嫌造谣传谣的马某某（男，
40岁，海南琼海人）抓获。

办案民警介绍，马某某的行为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之规定，因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
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

马来西亚侨胞蔡爱馨（前排左二）和丈夫（前排左一）带着儿子女儿（前排右一右二）与蔡德华（后排右二）等琼海老家
亲人合影。 本报记者 丁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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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婆，你的血压有点高，回去要
少干重活。”“小朋友，不要害怕，抽血
一点都不疼的。”……5月18日，夏日
炎炎，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迎来了
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开着体检大
巴，载着医疗设备，为这里的500余
名群众提供免费体检与义诊服务。
许多人在这一天有了第一次抽血、验
尿、彩超等体检体验。

南开乡位于鹦哥岭自然保护区
腹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海南
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从白沙县城到
南开乡约27公里，狭窄的公路，两
辆车会车，还需要一辆停下，另外
一辆缓慢通过。5月17日黄昏，体
检大巴沿着山路缓缓地向前行走，
到达目的地竟用了一个半小时。

“最窄的路段只有 3 米左右，特别

担心迎面会遇到一辆稍大型的车，
导致无法会车。全程有几个急转
弯处，体检大巴的前轮都贴着悬崖
边了，非常危险。”体检大巴司机刘
刚告诉笔者。

正因为山路蜿蜒险峻，乘车去趟
县城最少也要1个多小时，就医十分
不便，南开乡很多人一辈子也没有体
检过，健康意识较差。

5月18日，听闻有海南省肿瘤医
院的专家来南开乡中心学校义诊，该
校学生、附近各村贫困群众和鹦哥岭
自然保护区管理员家属一大早就来
到现场，等待体检。

“我好紧张，这是我第一次抽
血。”南开乡中心小学六年级的小女
生们聚在一起低声交流。此前一天，
老师通知孩子们不能吃早餐，他们还

天真地问：“老师，那我能刷牙么？”
“学生们每年也会做体检，但都是视
力、肺活量、身高、体重等一些基础项
目。”该学校的一位老师说。

据悉，这次体检，海南省肿瘤医
院专门设置了儿童体检套餐，包括血
常规、尿常规、乙肝五项、微量元素等
项目。对于从来没有接受过全面体
检的孩子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健康

“及时雨”。
在为孩子们听心肺时，一位9岁

小朋友引起了省肿瘤医院ICU主任
邓春的注意。因为听到孩子心脏杂
音较多，他立即带着孩子去做了心脏
彩超，掀开其衣服时发现孩子之前
做过心脏手术。通过老师，邓春找
到了家长，嘱咐他一定要为孩子做
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们发现，这
里的孩子身高普遍不达标，小学二
年级学生身高大都在 110cm 至
120cm之间，与城里的孩子差别很大。

“家长和学校应该重视孩子的生
长发育问题，给孩子补充必要的营
养。”邓春建议。

“我身体又没什么大问题，体检
干啥？”一位阿公虽然在女儿的动员
下过来参加体检，但心里有些不情
愿。这样的案例当天有不少。专家
们分析后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是因为白沙属于国定贫困县，许
多老人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健康
意识淡薄，通常是在生病后才被动就
医。“希望通过这次体检活动，能影响
他们的一些就医观念”。

（策划/王润 撰文/王润 王莹）

体检大巴驶入黎乡深山

海南省肿瘤医院为白沙贫困群众免费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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