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张期
望）3月5日，在省农垦中学校门口发
生一件让市民称赞的事情，一名昏迷
女子躺在路边等待救治，该校17岁
的高三学生黄靖洋路过看到后，用一
套规范的急救手法，将女子从险情中
救回。

海南日报记者通过省农垦中学校
门口监控视频看到，3月5日近12时，
一名年轻女子被一男一女从一辆越野
车上抬下来，放在该校大门口一棵树
下。女子周边迅速站满了围观人群。

12时9分，背着书包的黄靖洋走
出校门，开上一辆电动车，准备回家
吃饭。电动车行驶到女子旁边时，黄
靖洋跳下电动车，扒开人群走到女子
身边。“我当时看到她被另一个女的
抱在怀里，手指和嘴唇已经开始发
黑，呼吸很微弱了。”黄靖洋向记者回
忆说，在得知已经有人拨打了120急
救电话后，他立刻指挥抱她的女子将
其平放在地上，在拍打女子双肩后发

现，女子已经陷入昏迷。
“抱她的那个人是昏迷女子的姐

姐，问我能不能帮她急救。”黄靖洋随
即在昏迷女子胸部按压30下，又让
其姐姐实施人工呼吸，很快女子咳嗽
了一下。黄靖洋这时又拍打了该女
子双肩，询问她是否能听到呼喊，在
得到肯定答复后，黄靖洋判断女子暂
时脱离了危险。

整个施救过程大概只有三四分
钟。此时，载女子到校门口的越野车
已经离开，而急救车却还没有到来。
在女子逐渐恢复意识的时候，同行的
一男一女不顾黄靖洋的阻拦将女子
扶起来，准备将女子背到附近医院治
疗。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黄靖洋只
好追上去将自己电话号码留给对方。

“我怕她在送去医院路途中出现
意外，方便他们联系我。”黄靖洋说，
自己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她的胸部按压是我做的，这是我第
一次实施人工急救，如果动作不规范

影响到了她，我肯定要负责。”黄靖洋
还说，女子下车时已经昏迷，正确做
法应是立即将其送到最近医院，而不
是将其放到路边等候救援。

“他不仅有爱心、有勇气，而且急
救动作很规范，非常难得。”省农垦中
学团委书记吴惊龙介绍，黄靖洋的急
救知识来源于其父亲言传身教和学
校的急救知识培训。黄靖洋的父亲
是安全教育课教师，黄靖洋也经常跑
到学校相关课堂当“旁听生”。在上
初中时，黄靖洋就有协
助父亲实施急救的经
历。他也是该校“学生
急救志愿者”团队成
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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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 3月 6日电 （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王瑜）
这方凌厉出拳，另一方闪躲再回击，
持续多个回合，女子拳击队员刚柔
并济的招式施展得淋漓尽致，也赢
得现场观众们一阵阵喝彩声。3月
6日下午，备受关注的2019年“白沙
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拉开战幕，为观众带来了
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女子拳击高
水平比赛。

按照赛事安排，3月6日至12日，

来自国家女子拳击队及各省市的40
多个代表队共计100多名优秀运动
员将轮番上场，争夺本次赛事 45-
48、51、54、57、60、64、69、75、81、+
81共10个公斤级别的金牌。中国拳
击协会主席、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
良介绍，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每年举
行一届比赛，是国内女子拳击运动员
最高水平的赛事，该赛事同时也是明
年东京奥运会选拔积分赛的重要赛
事。此次锦标赛结束后，国家男子拳
击队奥运一线备战队伍也将会师白

沙参加集训。
据悉，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背景下，为结合本县实际，创新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近来，白沙县
委、县政府力推“体育+旅游”产业，
加大资金投入建设“文体山城”，
2018 年 9月，占地达 240 多亩的白
沙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建成，海南鹦
哥岭国家攀岩训练基地、国家橄榄
球训练基地、国家拳击训练基地、
国家现代五项训练基地也相继投
入使用。接下来，白沙还将不断夯

实体育基础设施，努力打造国家南
方冬训基地。

白沙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志群介绍，通过举办一系列国家级
体育赛事，在夯实白沙发展体育旅
游、体育产业等软硬实力的同时，也
将有力提升白沙在全国体育产业的
竞争力。按照规划，2019年，除全国
女子拳击锦标赛在白沙开打以外，
全国英式橄榄球精英赛、全国田径
精英赛、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全国
攀岩精英赛等重量级国家赛事也将

相继落户白沙。下一步，白沙将着
手完善文体场馆配套设施，提高承
办大型赛事的能力，扎实发展文化
体育产业，让白沙成为名副其实的

“文体山城”。
本次女子拳击赛事由中国拳

击协会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支持，白沙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
中心、海南家国文化体育有限公
司、海南省沙滩体育运动协会共
同承办。

白沙力推“体育+旅游”，建设“文体山城”，更多国家级赛事将陆续落户

“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开打

关注2019年“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从去年12月开始，国家女子拳
击队就在白沙训练，队员们的技战
术训练很到位，竞技状态很好。”中
国拳击协会主席、国家拳击队总教
练张传良今天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白沙黎族自治县群山环
抱，生态环境很好，尤其是训练场馆
配套齐全，非常适合开展拳击运动
训练和比赛。

张传良介绍，就在上个月，新建
成的白沙文化体育中心已成为了中
国拳击协会的训练基地，这是中国
拳击协会在海南安下的一个“家”。
而且，白沙的训练场馆设施完善，医
疗、饮食各方面保障都很到位，2019
年“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
海南白沙开赛，对于国家拳击队队

员们来说好比是“回家办比赛”，从
比赛首日的情况来看，队员们的士
气都很高涨，都发挥出比较高的技
战术水平。

“本次赛事是女子拳击2019年
度国内最高水平的赛事，参赛队员
有数名亚运会、世锦赛冠军，技战
术高，观赏性强。”张传良表示，该
赛事也是国家拳击队备战东京奥
运会选拔积分赛，东京奥运会备战
团队的主要运动员将悉数到场参
赛，亚运会冠军常园、尹军花，世锦
赛新科冠军窦丹、李倩、汪丽娜、杨
晓丽等顶尖女将也将披挂上阵，备
战2019年亚洲女子拳击锦标赛，同
时也是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大
练兵，欢迎更多的市民与游客前来
白沙观战加油。

（本报牙叉3月6日电）

多部门合力为赛事护航
本报牙叉3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2019年

“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今日开战。白沙
多个部门制定专项保障工作方案，确保赛事开展
顺利。

据悉，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白沙供电局制
定专项保供电工作方案，对110kV白沙变电站、
35kV牙叉站增加人员和值班时长，并安排保供电
人员值守。“在赛事期间，白沙供电局出动保供电车
辆23辆次，保供电人员不间断巡查，全力为此次赛
事保供电。”该局副局长林峰表示。此外，民警、消
防等部门人员也坚守岗位，为赛事护航。

赛事主办方：

所有场次免费赠票
欢迎前来白沙观赛

本报牙叉3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本次赛
事门票向社会免费发放，欢迎市民与游客前来白
沙观赛，但需要提醒的是，主办方会根据场馆每天
的安保需要实行限量赠票。”3月 6日下午，据
2019年“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组委会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与游客在白沙
实地观看国内最高水平的女子拳击赛事，在3月6
日至12日赛程期间，所有比赛场次均实行免费赠
票观赛。

据介绍，在当天比赛前1小时，市民可到白沙
文化体育中心全民健身中心二楼大厅排队领票；
届时，工作人员会根据赛场实际安保情况，适时、
适量地发放门票，也恳请大家有序排队，自觉支持
赛场的安保工作。据悉，比赛首日免费发放门票
超过500张。

中国拳击协会主席、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

“回家”办比赛，
为备战奥运大练兵

天涯好人

■ 见习记者 林曦 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于亚楠

自身家境贫困，面对“飞来横财”
却能不为所动，近日，一篇题为《身贫
德亦馨 拾金归失主》的网文在澄迈
人朋友圈中广为流传，该县金江镇雅
新村卫生保洁员杨先贵拾金不昧的
善举获网友纷纷点赞。

3月1日，杨先贵打扫完村巷卫
生后，在去干农活的路上捡到一个钱
包，当即四处打听，急寻失主，最终将

钱物分文未少地送还回失主手中。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听的话，只

能说真的很感谢他！”今天上午，失主
杨德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钱包
内有9000元现金和各类银行卡，现
金是自己卖豆角和辣椒等作物的收
成，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当时并未
察觉，直到杨先贵找到自己才意识到
丢了钱包。

拿回钱包后，杨德伍非常感激，
当场就要给500元钱作为答谢，但被
杨先贵拒绝了。“这对我们农民来说，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都是辛苦钱。真
的特别感谢他，今后要向他学习，去
帮助更多的人。”杨德武说。

事实上，今年59岁的杨先贵生
活并不富裕，当村里卫生保洁员每月
仅有600元补贴。他家中4口人，妻
子体弱多病长年靠药物治疗，儿女均
就读中专且生活费尚有欠款。2019
年，他们家被纳入低保户，但生活的
担子并没有减轻，全家的生活开销都
压在杨先贵一人身上，使得患有神经
衰弱的他都舍不得住院治疗。

“这种情况下依然做到拾金不
昧，凡人善举，也为雅新村争了光！”
雅新村党支部书记杨德良获悉此事
后，对杨先贵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
事后，金江镇驻村干部、本村干部和
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亦纷纷登门
慰问，并送去慰问金，帮助杨先贵家
人解决实际困难。

然而，面对赞扬，朴实的杨先贵
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谁的钱来的
都不容易，我当时捡到钱包并没有打
开来看，就想着失主一定很着急，要

赶快找到他。”杨先贵说，虽然他的家
庭经济也很困难，但他只有一个念
头：那是别人的血汗钱，动不得。

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王育
何告诉记者，当地民风淳朴、治安很
好，晚上电车都是放在路边。“杨先贵
的事迹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队员也
是一种鼓舞，在这种氛围带动下，我
们更要鼓足干劲，带领更多村民脱贫
致富，让淳朴的百姓生活更上一个新
台阶，也让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本报金江3月6日电）

澄迈低保户杨先贵拾金不昧获点赞

他连钱包都没打开就急着找失主

女子昏迷躺路边

海口高中生艺高胆大施援手

迎接“三八”妇女节

我省各大景区优惠多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赵优）三月春光

正好，为迎接“三八”妇女节，我省各大景区景点及
旅游企业纷纷推出节日特惠，让女性朋友们享受
节日欢乐。

节日前后，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女性
游客1元就可抢购原价380元/人的浮潜体验。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温泉足浴+花海打卡+景区景
观门票”套餐只需18.8元，生日为3月8日的女性
游客则1元就可享受。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女
神优惠月”活动，演出剧目《C秀》实行女性优惠票
价168元，水世界推出“女王专享价”198元。

在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3月8日-10
日期间，所有女性游客可享受免费购买门票+往
返观光车票。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推出了“留言
有礼”“买一赠一”“微博有礼”等抽奖和优惠活动。

除了大三亚旅游圈，海口各大景区也为广大
女士奉上优惠好礼。如，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推出“线上98元门票”不限量抢购、“买二送一”优
惠游、“女神美食折扣券”免费领等活动。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笔试6月15日进行
我省设两个考点，考生可任选一个

本报海口3月6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高春燕）2019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笔试定于6月15日进行；口试定于5月25日
至26日进行。省考试局3月6日发布通告提醒，
广大考生需于3月22日11时至4月10日17时
30分之间完成网上报名，逾期不再受理。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自行登录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按要求完成注册用
户、查证报名资格、核对个人信息、选择考试语种
级别、网上缴费等操作。需要注意的是，我省四六
级考试口试共设海南大学（海甸校区）和海南师范
大学（龙昆南校区）两个考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
生可任选其中一个考点报名参试。

本次考试面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
专科、研究生，以及全日制成人高等院校本科、
专科在校生。考生需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才
可报考四级考试笔试；需修完大学英语六级课
程，且四级考试笔试成绩达到425分（含），才可
报考六级考试笔试。四、六级考试笔试时间分
别为6月15日 9时至11时 20分，以及15时至
17时25分。

具体报考要求、报名流程、时间安排请登录省
考试局网站进行查询。

黄靖洋正对昏迷女子进行施救。 （网友供图）

黄靖洋在学校
参与急救知识培
训。 （网友供图）

本届赛事由来自海南、内蒙古等40余支运动
队100余名选手参赛，争夺10个级别的金牌。

3月6日，2019年“白沙杯”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
体育中心开赛，吸引各界群众热情观看。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