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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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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

健康一个女性 幸福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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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感谢琼岛女性对一八七中心医院

的信赖和支持#医院将于!三八妇女

节"期间举行!健康一个女性#幸福一

个家庭"妇科微创手术援助活动$

届时#医院将邀请北京%广州的

知名妇产科专家何萃华教授%王丽莉

教授前来坐诊#为广大女性朋友提供

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为妇科疑

难杂症患者提供手术援助#让海南女

性群体能够享受国内著名妇产科专

家的诊断和手术服务$

为此#即日起将面向全省范围内

征集以下疑难杂症患者& 妇科肿瘤

'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不孕症'子宫

畸形%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症%

多囊卵巢综合症%盆腔粘连(%功能性

子宫出血'阴道出血异常(%宫外孕%

宫颈病变等患者$ 医院将为前
!"

名

预约患者提供免费的检查项目和手

术费用援助$

健康一个女性# 幸福一个家庭$

一八七中心医院希望此次手术援助

活动的举办#能切实达到关爱妇女群

体% 构建和谐社会与家庭的目标#扎

扎实实为妇女健康办实事$

即日起即可拨打预约报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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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直接到
0"'

医院进行报名预约 $ 病例征集

时间!

1

月
0

日
/10

日

何萃华教授

坐诊时间!

*

月
+,

日
-./

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
学院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医师$ 著名不孕与节育专家#

#$!%

年
起从事妇产科工作至今#在国内率先
实施腹腔镜手术$长期的临床实践积
累了一套独特的中西医疗法治疗妇
科疑难杂症$ 擅长不孕症的助孕技
术$ 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坐诊专家详情

王丽莉教授

坐诊时间!

*

月
0

日
-,

日

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
师#珠江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

全军育才杯银奖教员$ 广东省医疗事
故鉴定委员会委员$ 从事妇产科临
床%科研及教学工作三十余年#发表
论文

&"

多篇# 多次荣获军队科技进
步奖等奖项$

手术援助详情

前
12

名预约患者提供免费检查项目和手术费用援助

免费检查项目! 妇科常规检查 白带常规 腹部黑白
'

超 电子阴道镜检查

手术费援助项目!

意外怀孕!超导可视无痛人流手术费援助
(""

元)

宫颈病变!海极刀微创治疗宫颈疾病手术费援助
)""

元)

子宫肌瘤!超导凝固刀治疗子宫肌瘤手术费援助
%""

元)

卵巢囊肿!导航微电极治疗卵巢囊肿手术费援助
%""

元)

功能性子宫出血!超导凝固刀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手术费援助
%""

元)

准妈妈亲子照麦迪逊四维彩超
"

折优惠%送宝宝写真光碟一张$

)

月
)!

日!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潘玉梅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 依法

判处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也

许自知罪孽深重!她在悔过书中写道#

$如果我还有生的出路! 一定现身说

法!贪的下场就是今字底下关着个人!

将会一辈子赎罪! 有的错是错不起

的%&今年
*&

岁的潘玉梅!年富力强之

时却要在冰冷铁窗中苦度春秋%'

)+"$

年
)

月
)&

日(扬子晚报)*

翻开南京市栖霞区原区长助理+

迈皋桥街道原工委书记潘玉梅的履

历! 她
))

岁入党!

%(

岁即出任区民

政局副局长!

%,

岁被选派至新西兰

奥克兰理工大学参加南京市领导干

部首期出国培训班!曾一度被誉为仕

途上的$希望之星&%她曾在街道基层

担任领导职务摸爬滚打了
("

年!至

免职时!这个原本连工资都发不出的

街道!经济总量一跃排到全市街镇前

列!财税收入达
!

亿元%

然而!我们再翻开潘玉梅的犯罪

档案#从第一次接受他人贿赂
(

万元

开始!逐渐演变成收受数百万元的巨

额贿款也麻木不仁%办案人员将潘玉

梅摆放在父母家中的现金
!%

万美

金+

(-"

万元人民币全部取回% 这些

赃款净重高达
)&

公斤多! 银行工作

人员用点钞机足足花费了一个半小

时才清点完毕%

一位处级干部竟然在短短的十

几年时间里聚集如此令人惊讶的巨

额财富! 其敛财之快恐无人能及了%

而那
)&

公斤多重的赃款就是潘玉梅

欲壑难填+贪婪无耻的最好注脚%

而此时此刻!$就像是一场噩梦!

梦中的自己被深深地埋在黑黑的井

里!拼命地伸出被黑泥包围着的双手

向井口抓去!可是不断地挣扎却不断

地下沉!到处都是黑的,,我的灵魂

就这样被自己深埋!我的事业就这样

被自己葬送!我的人生被自己画上了

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这是潘玉梅在

接受南京市纪委审查时来自内心的

叹息%细想想来!潘玉梅的悔悟之语!

茶余饭后! 确实值得我们的官员反

思+品味+警醒%

站在法庭上! 潘玉梅才黄粱梦

醒!才良心发现!才大彻大悟!但悔恨

已晚! 留下的只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为官者面对权力! 必须要有临深渊+

履薄冰的畏惧感!以警示自己不敢为

政不勤+敷衍塞责!走好人生每一步%

否则!潘玉梅的今天就有可能成为你

的明天% '原载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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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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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外地到河北石家庄

市办事的谢先生! 从火车站乘出租

车到该市青园街某单位! 当车行驶

到距目的地不足一公里的一个十字

路口时!司机就靠边停车了% 他被告

知! 自己要去的这家单位所在街道

禁止出租车通行% 原来!因为该市市

委机关在这条街道上! 于是有关部

门规定# 出租车早
-

点至晚
,

点禁

止在市委门前通行%

/

(法制日报)

)

月
)&

日报道
0

如今的中国! 不仅是法制社会

的国家! 更是和谐社会的国家% 于

是! 老百姓与政府的互通已几乎越

来越是-零距离&了% 因此!才有了我

们所看到的政通人和! 以及欣欣向

荣% 然而! 石家庄市委门前的一道

-禁行令&! 却把官与民之间凿开了

一条宽阔的运河或筑起了一座高

山% 笔者不知该市委为何要如此而

为! 将官与民之间弄出如此永恒的

距离呢. 真正的原因我们暂时是不

得而知%

在全国!应该没有哪一个党政机

关是设在深山老林里的!而都是在城

里!甚至许多还在繁华闹市地段% 因

此! 每个机关门口也应该是车水马

龙%然而!人家都可安然顺利办公!而

石家庄市委为什么就不能呢.

禁行!就是一种霸道!尤其是党

政机关的门口这样做% 当然!禁行不

是不可以的% 但是!那也只是在一些

特殊路段! 对一些如大型等特殊车

辆做限制而已%

市委门口出租车禁行是一种霸道

梁萍 我们并不能在此刻去改变

历史"同时"我们也不能在此刻

放任一件不合理的事成为历史#

没有人能改变鼠首$兔首属于中

国的历史意义" 忽视这一点"公

开叫卖历史赃物"实在出于深层

的文化无知#

///潇湘晨报的时评 (法

国公开叫卖历史赃物实乃文化

无知)

要保障代表委员平等参政

议政"还需要作出更为合理的制

度安排# 比如"在两会会期有限

的情形下"为了防止少数代表委

员垄断发言时间$平等保障所有

代表委员的表达权"可以按照机

会均等的原则" 对发言时间$顺

序等设定必要限制#

///据报道!为确保所有代

表委员都有机会接近主席台!即

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酝酿打破代

表委员座位固定不变的惯例% 新

京报的评论认为!要进一步彰显

平等参政议政的精神!还有许多

深层次改革亟须破题%

%领导们若再不来参加讨论

会"我明天就不来了& 领导如果

不在"有些声音我们就传递不上

去"坐在这里浪费时间# '

///广州市人大代表方土

在广州两会分组讨论会上因相

关部门领导未到会而-发飙&%

行与不行
做事是要担风险的" 卡人是没有

风险的# 所以现在一些干部做一件事

情" 总是先研究怎么 (不行)" 而不

去研究怎么才能 (行)#

///广州人大代表痛批机关作

风
1

参加两会的广州市人大代表+ 花

都区委书记潘潇建议! 应该让机关的

干部与基层干部交流%

据!现代快报"消息#日前#无

锡市政府决定关闭$拆除该市市区

!"#!

个报刊便民亭% 于是自本周

一起#早起上班的无锡市民再无报

纸可买%无锡城管局市容处副处长

解释此次执法整治的背景&一是为

了迎接无锡即将举办的某论坛#二

是市民对违法占道经营的反感%

无锡近日的'政府强拆报亭(

已经成为公共话题% 曾经便民#今

日咋成了'非法(呢) 市级相关部

门答复说# 业主此前是和区级城

管打交道#而'区一级的相关部门

把关不严(% 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无锡市城管的!告知书"里这样写

道&'未经合法审批# 严禁占用城

市道路$ 公共场地擅自设置报刊

亭$冷饮亭**(

人家都打出 '城市形象('公

共利益(的牌了 #还能不 '顺理成

章(地强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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