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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红榜

记者手记

黑榜

■ 本报记者 袁宇

8月18日下午，走进万宁市长丰
镇长丰村书法田村民小组，只见村道
旁野草被清除，民居前土地被平整，
破旧的房屋被拆除，村里难以见到一
处垃圾。

“我们刚刚在村里开展了人居环
境大整治行动。”在电话里，长丰村党
支部书记林菊英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开展人居环境大整治是村
委会的必做功课，“每个月都要组织2
次，党员村干部带头开展，每户村民出
1个人，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在书法田村，海南日报记者看
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把除草、拆除破
旧房屋后的土地进行了平整，房前屋
后见不到随意扔弃的垃圾。

“人居环境搞好了，生活更舒服。”

书法田村村民蔡飞是人居环境整治的
积极参与者之一，只要他在家时有活
动就会参加。他表示，以前村内宅基
地杂草丛生，砖头等杂物乱堆乱放，垃
圾乱丢，破旧老屋内老鼠扎堆，“乱得
很，也脏得很，住在村里很不舒服。”

今年年初，我省全面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长丰村委会立即组
织宣传发动，对影响村容村貌的杂草
丛、破旧老屋进行整治，拆除一些堆
放木材、农具的棚屋，将生产工具移
进屋内，同时清理卫生死角、清运陈
年垃圾。

“我们雇了好几台挖机施工，拆旧
平土，而且9个村小组确定了13名保
洁员，负责常态保洁工作。”林菊英说，
在集中整治之后，村委会着手建立长
效机制保障整治效果，“各村小组之间
互相监督，如果发现某小组脏乱差就

组织全村人到该小组进行整治，营造
爱护环境卫生光荣的氛围。”

走在书法田村内，道路平整，路
面整洁，民居整齐排列，一些清理出
来的土地被安上了健身设施或吊床，
成为村民休闲的好去处。

“现在的环境让人感到很舒服，
以前那种蚊虫乱飞的场景，现在想想
都难受。”村民叶平把家里的前前后
后都打理得干净整洁，不仅保持自家
门前整洁，他还把门前的村道也当成
了自己的卫生“责任田”，“把村道上
的枯枝残叶打扫干净，我们自己出行
也舒心。”

“要维护好人居环境，必须得到
每一位村民的支持。”长丰村脱贫攻
坚中队中队长肖光平说，村中党员干
部在整治中带头，让村民看到变化，
享受实惠，进而带动村民一起参与。

今年春节期间，长丰村委会设置
了“红黑榜”，将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做
得好的村民写上“红榜”予以表扬，把
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做得差的村民写
进“黑榜”引导整改。

在采访中，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在村民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下，长

丰村已经在全村范围内将养殖区搬
离生活区，建立了生活垃圾清运机
制，生产工具等也妥善放置，村子的
村容村貌有了极大提升。“现在村里
马上要开工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站，以
后我们的环境会更好。”叶平说。

（本报万城8月19日电）

万宁书法田村：

环境整治人人参与 美好村庄家家受益

人居环境整治得
“软件”硬抓

8 月 18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
了万宁市书法田村、东和农场大山
队，这两个村小组都位于 223 国道
旁，基础设施都在人居环境整治中
得到一定的改善，垃圾桶等设施也
配备到位。但两个村的人居环境呈
现出巨大的差异，由此可见，要抓好
人居环境整治，不能光靠抓好“硬件
设施”，还得抓好“软件设施”，激发
村民主人翁意识，摒弃过去的“无所
谓”“过得去”思想。

转变思想是一个长期过程。当
前，部分地区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的积极性仍然不够，需要再进一步加
大宣传，通过“红黑榜”、集体行动等
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塑造集体荣
誉感，使维护环境卫生、保持环境卫
生整洁成为每个人的共识。 （袁宇）

■ 本报记者 袁宇

生产工具随意摆放、生活垃圾
随处堆放、村民环境卫生意识差
……8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万
宁市长丰镇东和居大山队看到，该
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垃圾随意堆放
在房前、屋后、排水渠内。

8月1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沿223国道来到东和居大山队。在
223国道上，海南日报记者看到沿道
路两边居住的居民将杂物、垃圾堆
置在门前，有的垃圾堆甚至离垃圾
桶不到100米的距离。

在223国道南边，一排民居错
落有序，屋后绿树成荫，但在树林
下，到处是杂物垃圾，还有的村民
把一些生产工具随意搁置在路

边。有的村民家门前堆放着大量
垃圾，有废弃塑料瓶、废弃塑料桶、
木板、砖头等，一片狼藉。家住223
国道边的一位村民表示，这些东西
平时都堆放在这，“习惯了，也不觉
得有什么。”

223国道附近有一处干涸的排
水渠，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大量的垃
圾被倾倒在排水渠里，有椰子壳、
废弃建材等，水渠两边杂草丛生。
这条排水渠穿过223国道，而就在
223国道上，有一个东和居大山队
设置的垃圾桶，垃圾桶内只装了不
到一半的垃圾。

海南日报记者还注意到，垃圾
桶虽然有盖子，但却没有盖上，桶
内的生活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
味，引来了大群的蚊蝇。一位村

民表示，垃圾桶基本上2天到 3天
清运一次，但天气热的时候生活
垃圾很快就会发臭，“如果能做到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那人居环境
肯定会更好。”

（本报万城8月19日电）

万宁东和居大山队：

杂物乱堆放 垃圾桶形同虚设

我省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柴油车拖“黑尾巴”上路
将被抓拍处罚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周海燕）柴油车拖着“黑尾巴”上路将被抓拍处
罚。海南日报记者8月19日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2020年1月1日起，我省将对道路上行驶车辆
进行监督抽测，通过视频抓拍、遥感检测法等技术
手段发现相关指标超标一次的车辆即可判定为超
标，并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此举是我省加强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持续改
善大气环境质量的一项具体措施。日前发布的
《海南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明确
提出，到2020年，全省柴油货车排放达标率明显
提高，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90%以上，排气
管口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我省将以货物运输结
构调整为导向，以柴油和车用尿素质量达标保障
为支撑，以柴油车（机）达标排放为主线，坚持统筹

“油、路、车”治理，通过清洁柴油车、清洁柴油机、
清洁运输、清洁油品四大行动全链条治理柴油车
（机）超标排放。

海口拟新建
两条公交专用道
交通部门征集市民意见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郭萃）为了把公
交专用道建设得更好，让它充分发挥便民、惠民的
作用，践行“公交优先、绿色出行”的理念，海口市
拟于近期新增2条公交专用道线路，分别是海港
路—海秀路—海府路路段和滨海大道路段。从即
日起，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向市民征求
意见和建议。

目前，海口已建海甸五西路—龙昆南路（高铁
东站）路段公交专用道和南海大道豪苑路—龙昆
路路段公交专用道；还将建海港路—海秀路—海
府路（五公祠）路段公交专用道和滨海大道万绿园
—秀英港路段公交专用道，总规模29.7公里。海
港路—海秀路—海府路路段西起海港路，沿海秀
中路海秀东路至海府路，终至五公祠；滨海大道路
段是在滨海大道既有的公交专用道上继续东延。

据了解，海港路—海秀路—海府路公交专用
道通道内现存公交站台25对，滨海大道公交专用
道通道内现存公交站台7对。综合考虑海口市交
通状况、公交车流量，为保证公交专用道公交运营
效率，对有条件实施港湾式停靠站的进行港湾化
改造。

市 民 可 登 录 https：//www.wjx.cn/m/
44290698.aspx，参与问卷调查并提出建议。

书法田村村道整洁。本报记者 袁宇 摄

东和居大山队杂物乱堆放现象严重。本报记者 袁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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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柳莺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
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8月
19日20时，伴随着一曲合唱歌舞《奉
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海南
日报社主办，海南日报全媒体运营中
心、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文旅频道承办
的医者仁心 大爱海南——海南省庆
祝中国医师节暨2019年度第五届海
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
活动揭晓晚会拉开了帷幕。

晚会现场，耀眼的灯光照亮了整
个舞台，LED背景板上滚动播放着好
医护们的照片。厚德济世行天地，甘
洒春雨献海南，五年来，每一届“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都记
载着海南医者的仁心，记载着他们拼
尽全力去救死扶伤的点点滴滴。

晚会中，2019年度第五届海南省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好医护获奖者、提名奖获得者以及特
别贡献奖获得者一一走上舞台，接受
人们的掌声。

“我今天没有什么话想说的！我
就想抱抱小赵。用一个拥抱表示我的
感谢。谢谢你，我的好弟弟！”晚会现
场，走上舞台的陈女士激动地冲上前
去给赵曦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没有
赵医生的精心呵护，就没有我的今
天。”陈女士眼泛泪光。

“从医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治
病先治心。这里的心，指的是情绪。
其实癌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
者失去了求生欲。我遇到很多不配合
治疗甚至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这个时
候我们医生的一句话，一个举动，或许
都能让他们振作。所以，我们医者与
患者既是交命又是交心的情谊。”面对
患者的感激，不善言语的赵曦道出了
自己的从医心声。

治病先治心，赵曦用心用情对待
患者，以爱之名，为患者带去温暖。

老百姓的健康，离不开医者的仁

心仁术。在播放好医护获奖者的视频
时，现场观众纷纷落泪，为之感动。“我
今晚的眼泪都献给为海南医疗事业默
默付出的好医护了！医生真的是一个
很辛苦也很伟大的职业，他们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用无疆大爱守护着亿万
民众的健康。”晚会现场，海口市民张
熙宇不禁感叹。

“小斌治愈出院后，一切都很正
常。感谢陈医生给予我们的帮助。谢
谢您！”曾经因患有复杂先心病的孩子
而几近陷入绝望的小斌父母，在晚会现
场带着康复的孩子，为救治了孩子的海
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心胸外科

主任陈仁伟，带去他们真诚的感激。
“刚刚小斌这个感谢太贵重了。其

实到海南这一年，我们在和市县政府联
合开展的健康扶贫项目中，接触到了不
少年龄较大的先心病孩子，其中有一个
已经16岁了，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其实先心病早发现早治疗非常重要，早
发现早治疗就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所以，来到海南，我必须为孩子们做点
事，努力实现‘先心病不出岛’。”接过好
医护的奖杯，陈仁伟语气坚定。

据了解，自第三届好医护晚会起，
组委会就特设了“特殊贡献奖”的奖
项。此次活动“特殊贡献奖”的设置

上，组委会专门为来自上海、武汉等地
医院的帮扶专家增设了奖项。“从医
30年，能在知天命的年纪为缺医少药
的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白沙的医疗帮扶
事业贡献自己的心智和汗水，有幸有
缘！感谢感恩！”晚会现场，苏州九龙
医院医务部主任、白沙黎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院长许金明感慨万分。

除了为获奖医护人员颁奖，晚会
现场穿插的歌舞表演，也营造了感人
氛围，表演者的倾情演出，很快将观众
带入情景中。“非常荣幸能作为表演者
参加这场晚会，医护人员为患者无私
奉献的精神让我心生敬畏，祝所有医

护人员节日快乐！希望他们在医治别
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祝他
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本土歌手李
运圣是今天晚会开场歌舞《奉献》的表
演者之一，表演之余，他不忘为医护人
员送上自己的祝福。

“我宣誓，我要用仁爱和善良抚慰
受伤的心灵……”最后，晚会在全省医
护人员同屏宣誓中圆满结束，海南省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也随之告一段落，但是，好医护们的感
人事迹以及他们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的精神，已深深烙印在现场所有人的
心中。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大爱无疆济苍生 仁心仁术暖人间
——第五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揭晓晚会侧记

本省新闻 综合

8月19日，医者仁心 大爱海南——庆祝中国医师节暨2019年度第五届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
动揭晓晚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图为海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医护团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上接A01版
让中医药文化走出国门的三亚市中医院针灸
科主任萨仁；投身全科医学事业发展，为我省
培养出更多“健康守门人”的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顾申红；坚持“患者
的安全就是一切”，一次次帮患者赢得与死神
的赛跑的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理团队；
用心用情对待患者，拼尽全力为癌症患者赢
得生的希望的海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瘤科主
任赵曦；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守护着百余位麻
风病康复者，待他们如亲人般的海南省皮肤
病医院康复小区护士长邢少云；扎根山村 16
载，为村民建立健康“晴雨表”的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什运乡什统黑村委会卫生室乡村医
生王玉珠。

儋州市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张浩、海南省
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海波、三亚中心医院新生儿
科医护团队、三亚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董
明霞、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院前急救团队、海口
市中医医院急诊科和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振贤、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焦波、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中医院脑病科主任陈宾雁、昌江黎族自治县
中西医结合医院外一科主任蔡松波、文昌市东郊
镇卫生院副院长汤邦强等医护和团队获得本届
活动的提名奖。

另外，本届活动还设置了“特别贡献奖”。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一市（县）一院”工

程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49家国内优质医院和
医学院校与我省各级医院建立帮扶合作关系，
并派出专家常驻帮扶医院。此次，特殊贡献奖
的其中一项，就颁给了来自上海、武汉等医院的
帮扶专家。

特殊贡献奖的另一项，则颁给海南省产科重
症救治平台专家团。

海南省“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
益活动，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海南日
报社主办，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五届。活
动开始以来，海南日报社派出大批记者，采
写了近 40 万字，讲述了 289 名好医护的故
事，并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上报
道传播。

本届活动启动以来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公
众踊跃投票参与评选，大众投票超过650万票。
最终以大众投票结果结合专家评审的方式产生
了今晚揭晓的获奖者。

揭晓晚会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海南日
报社联合主办，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海南惠农慈
善基金会、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海
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支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副省长王路、
省政协副主席陈马林出席晚会。

感受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