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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澄迈聚焦·医疗

澄迈搭建平台，引优质医疗资源，缓解“看病难”问题

大医进“澄”百姓添福

■ 见习记者 林曦 本报记者 陈卓斌

1月 30日下午，在澄迈县木雕
（花瑰艺术雕）传习所旁的工作室内，
徐日龙刚处理好一件割舍罗木料的
打坯，40厘米见方的作品仅基本轮
廓就已展露出几分神气。

接下来，这块木料还需要经过磨
光、描边、着色以及刷光油、镀金等
程序，才能转变为民间艺术瑰宝——
澄迈花瑰艺术品。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0年，
花瑰艺术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徐日龙也
于2018年 5月16日入选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花瑰艺术雕的
代表性传承人。在这位年近古稀的
匠人看来，问路花瑰艺术是自己“择
一事，终一生”的匠心所在。

走南闯北练就技艺
广受赞誉扩大影响力

徐日龙1952年出生在澄迈县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2岁时他便开

始学习家传花瑰技艺。到20世纪
80 年代，徐日龙开始四处奔波求
艺。“有时间的时候就去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参赛，没时间出门时，就看
美术杂志，研究用色、构图。”徐日龙
说，花瑰艺术是传承技艺，没有教材
理论可以参考,“于是我重点学习系
统的美术知识，以提升自身对花瑰艺
术的认识理解。”

构图精准，用色靓丽……走南闯
北中，徐日龙的雕刻技术不断精进，
他的作品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1979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的《舞
姿》《憩》《新墨》等作品参加广东省美
协美展并获奖。

多年来，徐日龙从未停止过参展
交流。2007年，他立足时代主旋律
创作的主题作品《我是中国人民的儿
子》获世界华人艺术大展金奖，《风雨
同舟》《突围》等作品也广受赞誉。

“做花瑰我还是习惯用传统工
具，比较少用电刀，但是年轻人更喜
欢用新式样的工具。”徐日龙的工具
箱中满是传统工艺刀，多为他自己琢
磨着打造的。

“对于面部的一些精细雕刻，电刀
有电刀的优势，我只是有些还用不
惯。”徐日龙并不排斥新工具、新技
法，在他看来，技艺要发展壮大，同样
需要在传承中顺时而变，不断创新。

学徒渐少发扬受阻
校园授艺拓宽传承路

尽管花瑰艺术的文化价值越来越
被认知和重视，但是花瑰艺术如何突
破家族传承，依然让徐日龙绞尽脑
汁，“学徒很少能真正入门，熟练掌握
雕刻工艺，沉下心来从事花瑰艺术的
就更少了。”

徐日龙的儿子徐磊8岁开始跟
着他学习花瑰艺术，2010年自上海
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徐磊选择回到
父亲身边。“父亲对于花瑰艺术的执
着，让我感觉到传承发扬花瑰艺术与
我而言也是一种责任。”徐磊说。

如今，曾跟徐日龙学艺的200多
名学员鲜有继续从事花瑰艺术雕刻
的。“大多人都选择了花鸟雕刻。”徐日
龙坦言，如今从事花瑰艺术雕刻要比从

事根雕等工艺创作的收入少，也是花瑰
艺术学徒流失的原因之一。

此外，按照传统的规矩，学徒要从
磨刀开始学，练习入门基本功的过程
很枯燥也很辛苦。“所以来学习的人很
多，但是一般都很难坚持下去。”徐日
龙说。

传承花瑰艺术，徐日龙将目光瞄
准了青年学子。从2017年开始，他每
周会抽出时间，到澄迈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和澄迈中学去给学生上课授
艺。在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沉
香专业的20多名学生从简单的木质
雕刻开始学起。“新课程的设置让沉香
专业的学生既得到技能培训，又能接
受传统地域文化的艺术熏陶。”澄迈职
业技术学校校长谭龙智表示。

为了让花瑰艺术有展示的平台，
徐日龙还在家乡澄迈县金江镇军口
村建造了面积800多平方米的花瑰
艺术博物馆，目前已经有了200多件
藏品，这是他在花瑰艺术传承发展过
程中的再一次尝试，也是对于海南匠
心的一种守望。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

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徐日龙：

一生一事传花瑰

澄迈开展18项活动迎春节

新春去哪嗨？
长寿之乡等你来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陈勰）新春即将到来之
际，海南日报记者1月31日从澄迈县
旅游委了解到，澄迈将举办18项活
动迎接春节，营造祥和、热闹的节日
氛围。

此次新春活动内容丰富。文体
活动包括2019年澄迈县“中国梦”主
题歌曲大奖赛、2019年澄迈县“迎春
杯”排球赛、2019年海南省体育大拜
年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等。景区方面，
福山咖啡文化馆、海南永庆寺（限澄
迈户籍）、金山文化公园万福长寿药
师塔将推出门票5折优惠，澄迈红树
林生态公园（限海南户籍）将推出门
票7折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澄迈还将在福
山、老城地区开展富硒水果采摘活
动，组织游客进入福橙园、草莓园和
圣女果园等地，充分体验水果采摘、
品尝的乐趣。

金山文化公园迎春祈福灯庙会活动

时间：1月29日至2月22日
地点：澄迈县金江镇金山文化公园

内容：活动包含自贡彩灯展示、年
货美食、民俗风情、非遗展会等7大板
块内容。

澄迈县2019年新春五天乐活动

时间：2月5日至2月9日
地点：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中心区

内容：5 天活动分为 5 个不同的
主题，给予游客全方位、多层次的娱
乐体验。

海南永庆寺2019年新春庙会

时间：春节黄金周期间
地点：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海南永庆寺

内容：包含“百姓大舞台 欢乐逍
遥来”澄迈永庆寺文化娱乐节，“逛庙
会、品小吃”庙会活动一条街等 7 个
活动。

澄迈扎实推进政法各项工作

去年刑案“零发案”
天数达226天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汪文静）海南日
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澄迈县政法工作会议上获
悉，2018年，澄迈县扎实推进政法各项工作，形成
了各方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全县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据统计，澄迈
去年全年刑事案件发案数下降7.42%、治安案件
发案数下降44.48%，刑事案件“零发案”天数达
226天。

据介绍，2018年，澄迈全县投入政法综治工
作经费1.35亿元，推动全县12个镇级综治中心、
12个镇级社戒社康办公室、28个派出所、12个司
法所、3个法庭、2个检察室完成规范化建设；实现
镇村两级综治专干、禁毒专干、人民调解员、网格
员、联防队员等基层综治力量全部配备到位。

澄迈法院执行工作持续“加码”

采取强制措施
让“老赖”无处抵赖

本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聂秀锋）1月26
日，被执行人李某的家属匆匆赶来澄迈县人民法
院，在承办法官的见证下，将10万元赔偿款交付
给申请执行人。后者也表示谅解并同意减免1万
元赔偿款。据悉，这宗涉案金额11万元的责任纠
纷案得以顺利执结，原因之一在于澄迈法院动用
了司法拘留强制措施。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7年8月，李某驾
驶货车与廖某驾驶的摩托车正面碰撞，造成廖某
当场死亡。经交警认定，李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
责任。后澄迈法院根据被害人廖某的父母与被告
李某达成的赔偿协议，判令李某在交强险保险范
围外，一次性支付原告即廖某父母11万元，且其
所有的肇事车辆出卖后所得款应用于支付赔偿
款，但李某并未履行。

1月23日，因李某拒不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
并将事故车辆卖车款7万余元挪作他用，澄迈法院
依法对其作出了15日的司法拘留决定。这时，李
某及其家属才意识到了法律的强制威慑力，明白自
己再怎么“赖”也赖不掉法定义务，只好尽快履行。

澄迈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澄迈法院执行工
作将持续“加码”，用实际行动让拒不执行的“失信
被执行人”无处抵赖，让人民群众更深切地从司法
中得到幸福感、信赖感和安全感。

去年受理案件5268件、审结4989
件、人均办案176件

澄迈法院3项指标创新高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范富霞）海南日报记者1月31日从澄迈县人民法
院获悉，2018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案件5268件
（含旧案存案151件），同比上升15.93%；审结案
件4989件，同比上升13.03%，结案率达94.7%；
法官人均办案数达176件，同比上升19.73%。去
年一年，该院收案数、结案数、人均办案数均创历
史新高。

在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方面，澄迈法院2018年
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516件，审结506件。值得
一提的是，该院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年
共受理5件黑恶案件，涉案的11人分别被判处2
年至17年不等的刑期。大胆适用刑事速裁程序，
澄迈法院在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将庭
审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并做到当庭宣判，缩短
了认罪认罚刑事案件办案期限。此举进一步节省
了诉讼资源，提高了审判效率。

在有效化解民商纠纷方面，澄迈法院强化诉
调对接，全年共调撤案件 1593 件，调撤率达
46.47%；实行案件繁简分流，适用简易程序审结
案件1847件，占全部结案总数的53.88%。此外，
该院主动服务大局、创新举措，在福山咖啡风情小
镇设立福山旅游巡回法庭，进一步保障经营者和
游客的合法权益。

澄迈评选“十大政法标兵”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汪文静）为进一步加强全县政法队伍建设，树立政
法系统先进典型，传播政法工作正能量，日前，澄
迈县委政法委在全县政法系统中开展第二届“十
大政法标兵”评选活动。其中，网络投票环节已于
1月31日结束。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澄迈县委政法委“十大
政法标兵”评选活动自2016年起举行。本届评选
是第二届，共设有30名候选人。澄迈县委政法委
不仅将对被评为“十大政法标兵”的个人进行表
彰，还会通过网络对其事迹进行宣传展示。

老城镇玉堂村
党群服务中心启用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李庆魏）1月28日上午，澄迈县老城镇玉堂村党
群服务中心揭牌启用，标志着该县基层党建再添
活动阵地和展示窗口，党建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该党群服务中心总面积为2100平方
米，内设党群多媒体活动室、人才驿站、乡村振兴
服务站、图书室、老人日间照料中心、启蒙教育室
和调解信访室等多个功能区域，今年将作为全县
基层党建示范点进行打造。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见习记者 林曦 通讯员 王家专

新春将至，站在澄迈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大楼外向上看，窗台上晾晒的大多是黄、白、粉、蓝四色的新生
儿衣裳。许多生命的起点在此开始，在这里，人们对医生的要求也格外严苛。

产妇刘国会（化名）的“喜悦”也在这栋楼里诞生，“高龄产妇”“车祸”“内出血”等情况曾让她的生产显得
尤其困难。在琼沪两地8个学科医生、专家共同会诊努力下，经过近9个小时抢救，刘国会及其早产宝宝最
终得以转危为安。

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人们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近年来，“医联体”成为各地医改的高频热词，它为资
源的整合交流、下沉提供了新的渠道，澄迈在这方面亦付诸不少努力。通过不断搭建平台，澄迈引来许多省
级医院资源及上海、四川的名医，为本地的医生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为病患治好了疑难杂症，像刘国会一
样的受益者也越来越多。

尽管事情过去两个月，澄迈县人
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李坚红仍对刘国会
的生产印象深刻。

“刘国会是去年11月15日因车
祸入院的，当时她怀孕34周，出现意
识丧失、腹痛剧烈等症状，我们怀疑
是妊娠期外伤后急腹症。”李坚红介
绍，这一症状是产科的急危重症，处
理稍有差池，产妇和胎儿随时会有生

命危险。
当时医生们注意到，刘国会的

血红素持续下降，腹腔内有出血可
能，随即启动了危重孕产抢救流程，
组织多科医生会诊。“到剖宫产时，
产妇一开始出血量很大，短短几分
钟内便超过1000毫升。”李坚红说，
在大伙努力下，新生儿被娩出并获
得及时抢救，顺利转运至儿科监护

病房；外科经快速探查后，明确是产
妇脾破裂引起的内出血，果断进行
了脾切除手术。

“手术后面还有休克关、感染关、
凝血功能障碍关等需要攻克。”李坚红
说，在整个过程中，上海派来的妇产
科、普外科以及儿科专家给了本地医
生很多信心，特别是依托他们的丰富
经验和技术指导，产妇术后几关度过

得很顺利，最终刘国会和宝宝于11月
28日平安出院。

去年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上海新
华医院）与澄迈县人民医院签约共建

“医联体”联盟医院，李坚红口中的专
家们也是因这一平台来到澄迈。联
盟医院执行院长盛旭俊介绍，双方合
作的短期目标是要做实做强澄迈县

人民医院。
“以产科为例，随着二胎政策的全

面放开，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澄迈县
人民医院近年来面临的挑战与日俱
增。”盛旭俊说，危急重症孕产妇抢救
更多是依靠专业团队建设及多学科合
作，上海新华医院专家将在这方面加
强指导，切实保障入院孕产妇的分娩
安全。

上海新华医院派驻澄迈县人民医院执行院长盛旭俊（中）在与本
地医生查房。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近日，杨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从
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长沙赶来澄迈
县人民医院。和来自天南地北的众多
患儿、家长一样，他们都是奔着这里的
儿科执行主任房定珠来的。

房定珠是上海新华医院派驻到澄
迈县人民医院的第二批医疗专家，擅长

儿童哮喘、婴儿喘息、慢性咳嗽等疑难
杂症的诊疗，目前每个接诊日都要接诊
20个至30个病号。“这些大多都是慢性
疾病，要想控制好病情，需要医生在临
床上积累诊疗经验。”房定珠说，自己到
澄迈后，更多的是通过组织科室跟诊学
习、统一上课等“传帮带”形式，把自己

30多年的医疗经验传授给本地医生。
除了引入“大牛”，澄迈在“医联体”

建设中也十分重视本地人才的外出培
养。1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澄迈
县中医院儿科，只见科室副护士长王萍
正用她去成都学会的小儿推拿，为小宝
宝们治疗消化不良、厌食腹泻等症状，

“因为这种方法不需要打针吃药，很受
患儿家属欢迎。我们最忙的时候，一天
要治疗患儿45人次以上。”

据了解，自澄迈县中医院与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签约共建“医联
体”以来，澄迈县中医院已先后派出10
多名医护人员到成都学习小儿推拿、中

药灌肠等中医特色治疗方法，全院
2018年治疗患者逾1.3万人次，患者的
就诊数量、满意度都较之前有所提升。
同时，澄迈县人民医院和澄迈县中医院
还分别与多家基层卫生院形成“医共
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使上接“天线”和下接“地气”同步进行。

据了解，省卫健委今年将推进
医联体建设、加强县医院建设、发展
远程医疗、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其中，按照新一轮县级医院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要求，重点发展肿
瘤、心脑血管、感染性疾病等诊疗能

力，力争农民 90%的疾病在县域内
解决。

盛旭俊认为，医联体建设给县级
医院带来的效应绝非朝夕可见，外地
医疗专家也不能“一引了之”，双方都
要保持更多耐心，建立短中长期的发

展目标，“如果没有配套的护理团队、
麻醉团队以及相应医疗设备、耗材，专
家即便引入，也‘难为无米之炊’。”

对此，盛旭俊表示，今年将根据实
际需求，向澄迈县发改委申报采购体
外冲击波碎石机、钬激光碎石机及检

验病理等专用设备，为先进医疗技术
的开展提供设备保障；根据澄迈当地
疾病谱，结合医院发展需要和临床科
室实际情况，与上海新华医院相关科
室深入对接，做好之后几批医疗专家
的衔接工作，加快学科建设。

澄迈县卫计委方面也表示，今年
澄迈将继续做实做好医联体建设工
作，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同时加大
宣传力度，提升全县群众及病患对“医
联体”合作情况和专家入驻情况的知
晓率。 （本报金江1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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