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评 让“学礼守礼”成为风尚
孔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意

思是说，人若不知礼仪，就无法立身
处世。礼，是我们做人的基本要求，
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学
礼守礼”如何，体现着一个地区、一个
国家的文明程度。

“学礼守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在社会的演变中，“礼”的内涵
与时俱进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守礼的
要求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在现
代社会，守礼，意味着要遵守公共规

则，遵守公序良俗，它体现在见面时
的一声问候、对长辈的尊重、与邻里
的团结和睦；体现在公交车上的礼
让，对公共秩序和规则的遵守和遵
循；体现在仪容仪表整齐、待人接物
热情、礼仪礼节周到等各个方面。推
进海南社会文明，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遵循文明交通、文明旅游等公共
秩序规则，做文明有礼的海南人；要
求各行各业、窗口单位不断完善文明
礼仪规范，为人民群众做出良好示

范；要求各市县、乡镇、社区结合家庭
美德教育，大力宣传弘扬尊老爱幼、
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等礼仪知识，让
文明礼仪深入千家万户、见诸行动。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只有让学礼、守礼、
讲礼成为一种风尚，才能不断提升
公民文明素质，从而有效提升海南
的软实力，让海南真正成为展示中
国风范、中国形象、中国气派的靓丽
名片。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做文明海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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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加快推进
国家海岸公园建设
积极打造国家海岸建设示范区、文
化展示区、生态保护区

本报文城6月2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记者从文昌市相关部门获悉，为加快区
域协调发展，文昌市日前印发了《文昌国家海岸公
园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以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
为基础，积极打造对接国际标准、承担国家职能、
彰显文昌特色，集生态度假、养生运动、绿化美食、
科教观光于一体的国家海岸建设示范区、文化展
示区、生态保护区。

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要求，按照“陆海统筹、
河海兼顾”原则，结合“河长制”“湾长制”工作开展
的成果，全面做好入海河流污染治理、海域海岛综
合整治、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监管工作。文昌将重点
开展清澜港自然保护区、文昌麒麟菜自然保护区以
及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与此同时，根据省“多规合一”改革工作划定的
生态红线，文昌积极开展了生态红线范围内违法建
筑的认定和处置工作，经认定的违法建筑坚决予以
拆除（其中涉及的民居，限期迁出安置后拆除）；有
计划地整治岸线陆域200米范围内违法建筑和养
殖池、养殖场，推进海岸带污染治理和岸线修复，坚
决拆除滨海旅游公路沿线两侧违法建筑。

为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文昌市还制定了近、
中、远期实施规划以及详细任务分解表。其中，近
期至2020年，文昌将在开展海岸带专项整治修复
工作的基础上，做好高隆湾岸段、月亮湾-铜鼓岭
北麓岸段、罗豆红树林岸段、铜鼓岭-淇水湾岸段、
八门湾岸段、冯家湾岸段、妈祖文化公园、东郊椰林
岸段的规划建设，力争重塑中国最美椰林海岸。

乐东计划2023年
各村镇达到国家或省级
健康村镇标准

本报抱由6月21日电（记者梁君穷）记者从
乐东黎族自治县爱卫办获悉，近日乐东出台了卫
生（健康）城市、卫生（健康）村镇创建方案，计划用
5年时间力争全县各镇村达到国家或省级卫生
（健康）村镇标准。

据悉，创建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2020年底
前国家卫生县城得以巩固保持，至少创建成功1
个国家卫生镇和7个省级卫生镇，76个行政村建
成省级卫生村；建成一大批省级健康村镇建设示
范村镇。2023年底前建成3个国家卫生镇和10
个省级卫生镇，151个行政村建成省级卫生村；建
成一大批国家级和省级健康村镇建设示范村镇，
全县各镇村达到国家或省级健康村镇标准。

乐东还开展建设健康“细胞”工程。家庭和个
人可以就近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层面、连续
性、综合性的服务，同时积极促进不同地域、文化
以及社会背景社区居民的融合。

万宁通过复审
获“省级卫生城市”称号

本报万城6月21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记者今天从万宁市政府获悉，万宁日前成
功通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这标志该市成功获得

“省级卫生城市”。
据悉，省爱卫办日前组织省级卫生城市复审

技术评估组对万宁市省级卫生城市复审进行了技
术评估，从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市容环境
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场所和饮用水卫生、食品安
全、传染病防治、病媒生物防制、单位居民区与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卫生等九大项内容进行了全面评
估。经过实地评估，专家组认为万宁市各项指标均
达到《海南省卫生城市标准》要求，予以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容环境卫生上，万宁各项
管理制度、组织机构、考评机制比较健全，主干道
车辆停放、门前三包管理、农贸市场和建筑工地管
理等均比较规范，环卫清扫保洁时间达到要求，保
洁效果较好。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希望大家在过马路时，能多点耐
心等待，坚决按照信号灯行动，不闯红
灯；同时，要做到走人行横道，不要图一
时省事而乱穿马路，做一个文明行者。”

6月20日上午，海口“告别不文
明行为 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首场
宣传活动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举行。
启动仪式上，来自海口西湖实验学校
的胡郝作为学生代表宣读了倡议书，
倡议大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文明
的传播者。

近几年，我省广大群众的文明素
质有了显著提升，但闯红灯、乱扔垃
圾、乱吐痰、破坏绿化等不文明现象
仍然存在。为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
扎实、持久开展，我省广泛开展“学礼

守礼”活动，针对当前道德领域中的
突出问题，大力宣传普及文明礼仪知
识，完善文明礼仪规范，为广大市民
做出良好示范。

倡导市民文明行车、文明乘车、文
明走路是“学礼守礼”活动的重要内
容。海口退休老人陈华梅当交通志愿
者已有两年，她经常穿着志愿者马甲，
站在中山路和建国路交叉口，对闯红
灯、电动车载人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行人过马路时，看到有机动车自觉
停下来礼让，陈华梅高高举起手中的指
示牌，上面写着“为你的礼让点赞”。

陈华梅认为，一场场文明礼仪宣
传活动能促使市民自觉审视自己，矫
正不文明行为，为全社会营造文明向
善的浓厚氛围。“两年前，很少有汽车
会自觉停下来等待行人，通过大力宣

传和严管重罚，机动车礼让行人已成
为海口的一道文明风景线。”

公共交通是向市民、游客宣传文
明礼仪的重要平台之一。今年6月5
日，三亚市出租车文明车队正式成
立，8家出租车企业共同组建了一支
以“传播爱心、热心公益、真情服务”
为行动纲领的服务示范标兵车队，首
批招募136名的哥的姐参与。“出租
车行业被称为‘城市名片’，出租车驾
驶员队伍的素质代表着一个城市市
民的整体素质。”三亚市出租车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入文明车队的驾
驶员需要认真执行出租汽车客运行
业服务规范，乐于参加爱心助学、免
费接送考生等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对于“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来
说，学习政务礼仪能够增进亲和力，提

升和市民的沟通效果。今年6月12
日，海口秀英区海秀街道组织了一场
文明礼仪知识讲座，邀请了礼仪形象
专家、国家高级心理师王喆，从基本礼
仪规范、言语礼仪、行为礼仪、交际活
动礼仪、服饰与形象塑造、良好的人际
关系、沟通技巧、政务接待礼仪和餐饮
礼仪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收获很
大，没想到简单的问候、询问有这么
多的学问。我们一句话的语气、一个
简单的动作都会影响办事市民的情
绪。”海口港社区网格员柯维亮说。

学习文明礼仪需要从娃娃抓
起。谦恭、尊敬、礼让……中国传统
经典中处处蕴含着对礼仪的阐释。
今年6月15日，海口举办中小学“我
们的节日·端午”中华经典诵读比
赛。台上，学生们身着古装，慷慨激

昂，通过对古诗词的演绎，带领观众
重温中华经典。海口市第十四中学
初一学生王虹颖说，参加朗诵比赛让
她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今
后将“铭记在心，常思其意”。

在乡村，为了使文明礼仪深入千
家万户，多个市县广泛开展传承优秀
家风家训活动。“家庭以和为贵，人生
以善为本”“家庭和睦，遵纪守法，团结
邻里，与人为善”……在海口市秀英区
石山镇施茶村，村民把家训钉在自家
大门口，村里专门建起了家训展览
馆。石山镇委书记胡余亨表示，弘扬
优秀家风家训，不仅能让村民“记得住
乡愁”，还是以家风带党风促政风正民
风的良好载体，为美丽乡村建设、全域
旅游发展、百姓生活改善提供了文化
支撑。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记者
计思佳）“礼仪是全世界通用的语
言。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交往
展开的，也许大家语言不同，但是
说话的态度、笑容、动作，都会产生
沟通的效果。”在国家开放大学
（海南）国际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杨
哲昆看来，文明礼仪对于海南至关
重要，应该在全省广泛推广“学礼
守礼”活动。

杨哲昆认为，随着海南对外开
放的扩大和深化，国际化水平的不
断提升，将会迎来更多世界宾客来
此工作、旅游。“因为文化背景的不
同，各个民族的礼节有差异。以问
候为例，有的民族是握手，有的是拥
抱，有的是拱手，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学习和了解的。”

“纵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区别，但
世界礼仪的精髓是相同的，那就
是尊重、谦让。”杨哲昆举例说，
夏威夷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但游客们评价，夏威夷最好的旅
游资源不是阳光、沙滩、火山，而
是当地人的微笑。“当游客来到一
个陌生的城市，如果能处处感受
到温暖、友善，自然会对当地形成
良好的印象。”

海口社科专家詹长智也认为
推广文明礼仪对于提升城市形象
至关重要，并对我省目前开展“学
礼守礼”的活动形式予以赞同。“推
广‘学礼守礼’活动需要仪式感和
个性化。”詹长智说，中国古人就
有把家风家训刻上石碑、写在墙
上、印进家谱的传统，因此村民把
家训钉在家门口是对传统的传承，
也体现了他们对家风家训的尊重
和推崇。另外，针对窗口行业工作
人员、学生、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我
省采取了不同的文明礼仪推广形
式，体现了个性化，更有利于文明
礼仪深入人心。

文明礼仪既需要深入千家万
户，更需要见诸行动。对于下一步
如何继续深入开展“学礼守礼”活
动，杨哲昆建议，首先应该加大对文
明礼仪的宣传推广，为“学礼守礼”
活动营造浓厚的氛围。其次，应该
在各个行业树立“学礼守礼”的榜
样，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最后，政
府应该建立严格的奖罚制度，对文
明守礼的典型行为进行奖励，对破
坏社会风气、降低城市美誉度的行
为进行处罚，让文明礼仪成为每个
人的自觉行动。

我省各市县广泛开展“学礼守礼”活动

宣传文明礼仪 树立良好典范

专家建议推广“学礼守礼”活动

通过建立奖惩制度
让文明礼仪成为自觉行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王
玉洁）省科技厅联合省财政厅近日下
发文件，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与海南
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合作的投资
机构，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
社会加大对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加快推动我省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资
本化发展，加速我省科技型企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基金将主要投向各级各类财政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及其他社会资金支
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装置、新产品、
新材料等科技成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这些被投资的科技项目主要包
括但不限于海洋科技产业、航空航天产
业和医疗健康产业的科技成果，以及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中的项目。
按照计划，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基金将募集2亿元至2.5亿元，省
级财政预算安排4000万元；海南省科
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将依法
向社会募集1.6亿元至2.1亿元，其中
包含基金管理公司按照不低于基金规
模1%的比例配置注入的部分。

根据要求，该基金存续期为7年，
其中投资期4年，退出期3年。退出
期结束后仍有项目尚未推出的，可根
据情况在争得合伙人同意后延长存续
期3年，投资该项目的基金最长可拥
有10年存续期。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本省科技
成果转化发展，助推本省科技型企业

快速发展，该基金投资海南省内项目
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规模的50%，
投资单个项目的资金比例原则上不超
过基金规模的20%。

即日起至7月3日，各申报投资
机构需将基金组建方案申报材料报送
至省科技厅，详情可前往省科技厅网
站查询。

我省公开征集海南省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合作投资机构

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和资本化发展

6月20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启动“告别不文明行为 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宣传活动，志愿者在海口市人民公园附
近路段开展文明劝导活动。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冼欣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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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初，来自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玲镇的骨折伤贫困患者陈召英和
郑庆永，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被送
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市骨科与糖
尿病医院治疗。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市骨科与
糖尿病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于
晓巍为他们做了准确诊断后，开始进行
精准治疗。6月5日，两位患者术后康复
良好，出院回家。“困扰我多年的病痛解
除了，真的太高兴了。”陈召英说。

骨折10年未治靠拄拐走路，
六旬阿公手术后正常行走

今年61岁的陈召英老人，1974年，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他，不幸患上了骨髓
炎，曾做过前腰骶部慢性骨髓炎病灶清
除术。后来因缺钱无法继续治疗，就一
直忍着病痛。2008年，陈召英又因意外

摔倒，导致左大腿疼痛、畸形、活动受限，
在当地用中草药治疗后，就未再进行治
疗。多年以来反复的疼痛不仅让他十分
难受，更让他失去了劳动能力和左腿行
走能力，平时只能靠拄拐走路。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陈召英来到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
医院治疗。于晓巍介绍，结合影像资料和
多年病史，陈召英被诊断为（左）陈旧性股
骨颈骨折、关节囊挛缩、神经损伤等。

“陈阿公病情复杂严重，由于拖了10
年未治，导致手术复位难度增加，对放置
假体的要求高，放的位置不好即容易脱
位，还有患者本人肌力下降、骨质疏松、骨
髓炎病史等等多难点。”于晓巍表示。

为此，于晓巍带领团队为陈召英仔
细评估了神经损伤程度、对肌力的影响，
做好手术前规划，于5月21日顺利开展
了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等肌力恢复到
一定程度便能下地行走。”于晓巍说。

男子骨折伤多年未治，手术
治疗后告别轮椅

与陈召英同病房的，还有贫困患者
郑庆永，他于17年前骑三轮车摔伤，受
伤后到当地医院就诊，进行了股骨内固
定术，但是骨折愈合后，因为家庭困难等
原因，一直未到医院拆除钢板。

术后第四年，又因不小心扭伤左大
腿，导致左大腿疼痛、畸形、活动受限，
也是没有到医院及时进行治疗，骨折后
并发了慢性骨髓炎，左腿不能走路，手
术前只能坐轮椅。经诊断后，于晓巍带
领团队为其做了钢板取出术，并行植
骨，股骨髓内钉固定术，术后康复情况
良好。

“非常感谢于医生，让我对生活重新
有了希望，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不用
再坐轮椅。”郑庆永说。

专家：骨伤疾病不能拖，以
病人为中心精准治疗

“骨伤疾病不能拖，要及时治疗，不
然小毛病拖成了大毛病。”于晓巍说，长
时间不处理易出现骨科并发症，比如感
染、肢体功能障碍等。

据了解，于晓巍从事骨科临床工作
已经23年，擅长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复
杂的骨折诊治，以及骨不连、慢性骨髓炎
等骨折并发症的治疗、擅长人工关节置
换术等。于晓巍工作至今，已获批专利
15项，其中美国专利2项。

去年11月底，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在海口市正式
开业，于晓巍从上海来到海南，立志于为
海南广大骨科患者消除病痛。“作为医
生，要以人文角度考虑患者病情，骨科疾
病有多种治疗方法，要以病人为中心选

择最合适的方法，提供精准治疗。”于晓
巍说，年轻医生一定要多思考，从疾病的
发生发展，要进行分析，但最为重要的是
应该对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

处理，方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疾苦。同
时，这些经验的获得又可以为临床治疗
技术提供新的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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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成功为两贫困患者实施手术治疗
术后恢复状况良好，他们又能正常行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