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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月"$日#毕业于海南省卫生学校
的几名学生向记者伤心地哭诉道#他
们都是该卫校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

"%%&年#家境困难的父母东拼西凑了
几万元将他送入了这所学校#本以为
#年毕业后工作有望#谁知"%%$年#他
准备报名参加全国助理执业医师资
格考试时#却被告知没有资格$ 辛苦
三年挣来的%毕业证&竟形同废纸$

记者了解到#目前仅海南省卫生
学校#与韩同学一样#就有"&%多名毕
业生受到相同的影响$ 而在全省#共
有'#'名的学生毕业于口腔医学专
业$据海南省卫生厅获悉#这几年#导
致毕业生不能报考的主要原因#是学
校并没有经过卫生部门审核#便私自
开设了口腔医学专业#因此达不到卫
生部'刀下留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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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学们反映#他们的毕业证是
省教育厅承认的$之所以被认为没有

资格参加考试# 是因为教育部早在
"%%!年就下发了通知#卫生学校开设
口腔医学专业需要通过省教育部门)

卫生部门的审核批准* 同学们认为#

海南省卫校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就擅
自招收学生#是导致他们无法正常报
考的主要原因*

海南省卫生学校是否存在违规招
生+ #月"$日下午#就此问题#记者采访
了海南省卫生学校负责人*该校负责人
坦言#从"%%!年到"%%'年#该校共招生
了"$$名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目前已
经有(!名学生拿到了证书*

该负责人表示#从"%%!年到"%%'

年#学校每年都将招生意向上报给了
省教育厅#然后省教育厅下达招生计
划#最后学校才能招生* 从程序上来
说#学校这么做是规范的#完全合乎
程序* 随后#他向记者出具了一份海
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年五年制
高等,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通知&#

在这个通知里#记者看到#该校"%%&

年计划招生!%%名口腔医学专业的学
生#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

那么#学校又是否取得了卫生部
门的批准呢+ 面对这一问题#该校负
责人则显得吞吞吐吐-.这个不好说#

而且以前负责招生的校领导已经退
休了#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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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南省卫生厅科教处副处长
韩永海介绍#早在"%%%年#教育部颁
发 %关于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
意见的通知&#从"%%!年起#对中职医
药卫生专业进行调整#取消了口腔医
学,妇幼卫生,社区医学,医学影像等
专业的中职招生#仅卫生保健专业可
以招生#但只能作为乡村医生*

"%%!年#教育部又发文#允许西部
地区医疗资源紧缺的地方#根据专业需
求可以经卫生部门同意后#向教育部门
申请开办上述个别专业并报国家教育
部门备案*'海南属于西部地区#考虑到
本地基层缺医生#因此开设了口腔医学
专业* (韩永海说#但自"%%!年至"%%'

年#我省农垦卫校,省卫校及省三卫校#

在没有经过卫生部门审核同意下#直接
向省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招收了口腔医
学,妇幼卫生,社区医学,医学影像等专
业的中专学生!!&%人*

同时#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资格考
试报名资格规定!!""#

#

"&文件规定#

"%%!年$月!日以后入学#未取得省级以
上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以上卫生,中医
药行政部门批准,未报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的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
历人员#其学历不作为医师资格考试报
名的学历依据* 因此#这些专业的学生
报考执业资格考试遇到了障碍*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 口腔医学
专业只要通过卫生, 教育部门审核
后#并报国家教育部门备案了#其实
是可以参加每年的考试*但学校在没
有向省卫生部门提出申请,单位没有
做出意见的情况下招收学生#国家卫
生部自然不会认可* (韩永海楚处长
表示#'虽然这个问题涉及到的部门
很多#但他们会和有关部门全力协商
沟通此事#尽量让学生们报上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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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实习生!&'

"#%日下午#网友'小
龟忍冬(在网上发了名为'请求大家帮
帮我#找到我走失的外婆(的帖子#该
帖子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跟帖*据'小龟
忍冬(说#其外婆是在#月"$日下午"时
许#从海口南大桥附近走失#外婆今年
')岁#身高!*&+米#患老年智力障碍#

走失时身穿咖啡色上衣,深色长裤*老
人操江西口音#声量较小声音沙哑*

据'小龟忍冬(说#有好心的朋
友打电话来说看见其外婆曾出现在
海口市南站附近# 但家人找遍了也
没找到人* 如果您见到照片中的老
人#可与老人家属联系#电话-%+$+,

#)#$&"$$,!++%+$##"(" ! 龚 " ,

!+$"#"$+"!$!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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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第四届南天情爱心公益活动
将在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举行* 与
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爱心活动的资助
对象为贫困大学生和高三在读贫困毕
业生* 目前#活动已进入资助对象的初
选阶段* 日前#南国都市报记者深入海
南大学#对几位贫困大学生进行走访#

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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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黝黑的小冯来自海南昌江#

现在是海南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 小
冯的哥哥现在是湖北一所高校的大四

学生# 弟弟则就读于海南科技学院*

'家里的地收成不好# 我爸有颈椎病#

没法劳动# 家里现在靠我妈捡垃圾为
生* (小冯说*

小冯告诉记者# 他上学的学费全部
是靠助学贷款# 而自己的生活费完全靠
自己解决* '做家教,做饭店服务员,发传
单#一个月下来#大概能有(%%多元的收
入#除去自己吃饭还要每月贴补弟弟!%%

多块钱* (小冯说#为了节省伙食费#他很
少在学校食堂吃饭# 一般都是在宿舍用
电磁炉煮点面条#配点咸菜吃#这样一顿
饭一般只花两块元*

小冯说#哥哥很快就毕业了#如果
能顺利地找到工作# 他的压力会减轻

一些#可以少做一些兼职#多在学习上
花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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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来自琼海会山# 是个文静的女
孩子* '我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初三#父
亲"%%(年病逝# 现在家里全靠妈妈一个
人支撑#爷爷奶奶也都住在一起* (小陈
说#当时#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还欠下
了一大笔医药费*现在#母亲不仅要养活
一家人#还要还债#非常得不容易*

'为了多赚点钱#妈妈除了干完自
家的农活#还经常出去帮别人干活* 她
一个女人干男人的活#最后积劳成疾#

患有腰椎间盘凸出#干不了重活* (小
陈说# 即使是这样# 妈妈还一再盯着
她#让她在学校尽量吃得好一点#不要
弄坏了胃#'我一回家# 看到妈妈总是
在干活#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总是想
着帮妈妈多干点活(*

小陈告诉记者# 她目前的学校也
都是靠助学贷款* '当初考大学的时
候#我就想要是到外省去读书#那来回
的路费要花很多钱# 于是就报考了海
大# 在海南本地读书也是想帮家里省
点钱* (小陈说#她现在读大一#课程比
较紧#打工做兼职的时间不多#如果能
得到南天情的资助# 母亲的负担也就
能减轻一些#'她太辛苦了#(小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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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是文昌人# 现在海南大学读大
三*她在家中是大姐#下面还有弟弟妹妹*

'"%!%年的时候#父亲患肝硬化,肝腹水去
世了/母亲现在快)%岁#患骨质增生#也干
不了什么活#几乎没有收入* 家里就靠妹
妹打工来维持* (小周说#为了这个家#二
妹小学毕业就退学出去打工了*

'我自己的学费还是靠当时父亲给家

里留下来的一点钱# 生活费方面都是靠自
己获得的奖学金,助学金#还有勤工俭学来
维持* (小周说#她正计划申请助学贷款来

支持后面的学费#希望能减轻家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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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版 %越野车冲进龙

昆沟驾驶员去向不明&

(%元

李先生
-!&版 %建房填水塘

化粪池臭水溢门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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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街头非法散发旅游传单的
不少#且屡禁不止#严重地扰乱了旅
游市场# 危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旅
客* 这些传单大都以低价为噱头#引
诱人们上当受骗* 近日#海口市政市
容委,旅游发展委员会,公安局,工商
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打击街头发放旅
游'优惠卡(等违法违规,扰乱旅游市
场的行为*

#月#%日上午#记者走访发现#蜗
居在明珠广场,万绿园等场所的发放
旅游'优惠卡(的人员不再明目张胆
向行人发放#而是'潜伏(起来背着小
包装作游客偷偷地发放#只要遇到感
兴趣的行人他们就带着这些人躲到
附近的超市里进行商榷*

海口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部
门提醒市民#不要相信街面上散发
的旅游优惠卡#市民应到有营业执
照的具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正规旅
行社去办理相关旅游手续#并将签
署的旅游合同等资料保管好#以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对于散发非法
旅游传单的#一经发现#情节较轻
的处!%%元以内罚款# 情节严重的
将被刑拘*据悉#去年#有!+名人员
被刑拘*

2034

"

5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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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 !&'

"#月"'日#本
报报道了澄迈"(岁女子小李未婚
先孕# 在怀孕$个多月时男友突然
'失踪(#小李面临没钱生下双胞胎
的困境#海口一爱心医院随后向小
李伸出援手# 为其做免费检查##%

日下午#医生给小李开了一些补血
药物* 然而#小李还面临着分娩时
无人照顾的难题*

#%日下午#小李在其姐姐的陪
同下再次来到该爱心医院000海
南现代妇婴医院* 该医院办公室主
任黄俊英介绍#小李下周三还将需
要到医院做一次检查#下一步医生
将再观察双胞胎的情况#再决定小
李的分娩方式* 黄主任有些担忧地
说#前两天小李挺着大肚子独自一
人坐汽车来到海口做检查* .小李
随时会分娩#现在身子很沉#独自一

人出门真的很危险#她需要更多的
帮助* (黄主任说*

记者也了解到# 小李的母亲因
为生女儿的气# 在小李回家后一直
没有和她见面# 只是从生活上接济
女儿# 而小李的姐姐因为还要照顾
自己的孩子也没法天天照顾小李*

本报呼吁爱心志愿者到时能伸出援
手帮帮小李*如果您愿意帮助小李#

请拨打本报爱心热线))+!%+)"*

! ����

&

 q" ¡¢" �£# $ ¤£

��¥¦§¨©ª«¬

%®¯°±�²³´

2034

"

5

")

67

!记者 -

.

"近一个多月来#许多市民反映#

收到自称是社保局的短信#称有财
政补贴金或社保补贴未领取*海口
市民杨先生反映#最近收到一条来
自手机号码!#%"'+)&&"'的手机短
信#称.您的社保补贴金"+)&尚未

领取#请及时办理*详情咨询%+$+,

)$!"!$#&,)+!+%)!%*(杨先生质疑
有人恶意利用社保局名义行骗*

对此# 省社保局再次提醒#社
保经办机构从来没有通过短信方
式发布通知#如有相关业务或变更
事项#一般都通过省社保局门户网

站!.//0122333*.4*54*678*9:",省内新
闻媒体,办事大厅张贴通告等形式
公开发布#广大市民可通过登陆省
社保局门户网站或拨打各社保经
办机构咨询电话等正规渠道#或者
直接前往各社保经办机构办公场
所了解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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