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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下午，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180名学生到海南人和戒毒医院参观
和学习。虽然天气渐寒，但丝毫没有
影响同学们好学的热情，此次活动
让学生们对毒品的危害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和认识。活动中160名学生在
戒毒医院现场和戒毒志愿者以及戒毒
者交流。

活动现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大
二的学生走入戒毒者的房间，跟戒毒
者交流戒毒前后的心理状况。“我发
现这些戒毒人员现在的心态良好，但
是以前都有较为复杂的故事，说明现
在的戒毒卓有成效，我们正在学习戒
毒实务，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更好
地学习有帮助。”学生仝皓鹏说。海
南人和戒毒医院系海南省卫生厅批准
成立的海南首家自愿戒毒康复医疗机
构，是东南亚IFONG成员，国际药
物依赖治疗防治协会团体会员单位，
与东南亚及欧美国家的戒毒机构有着
广泛的联系和合作。医院拥有从事戒
毒工作二十多年具有丰富戒毒经验的
专家、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护理
师等医疗队伍。采用国际戒毒最新技

术，结合自主研发具有国家专利技术
的中药戒毒药品，创立了从脱毒、预
防抗复吸、康复三项为一体的戒毒新
模式。医院遵循“科学消除受戒者痛
苦，真情排解其家庭隐忧，努力促进

社会和谐，全心全意服务民众”的服
务宗旨，用最大的热情和人性化的关
怀，拯救受到毒品危害及摧残的吸毒
者，使他们摆脱对毒品的依赖，重获
新生。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旨在为
学生提供一个免费戒毒教育的机
会，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司法警务专
业，在校门外了解戒毒，对他们以
后走上工作岗位有很大的好处，我
们也希望通过他们来普及戒毒的重
要性。”海南人和医院院长陈文彬
说：“现在吸毒的人太多，每个人都
应该行动起来，共同做好这个工
作，多人参加缉毒防毒，为国际旅
游岛的建设创造环境。”陈文彬还表
示医院的病源全是自愿前去的，大
约四五十个，每人都必须有家属陪
同，通过一星期左右的治疗，让吸
毒者成功脱离毒品，并预防复发从
而达到康复的效果。

陈文彬还给学生们普及了传统
毒品和新型毒品的相关知识：众所
周知，毒品对个人的身心危害严
重，吸毒会导致精神分裂，血管硬
化，严重影响生殖和免疫能力，易
感染艾滋病，对家庭危害也是巨大，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大多
数吸毒者是因为对毒品的好奇和无
知，再加上贩卖毒品的犯罪宣传不择

手段，所以就掉落在这一黑洞中。所
以我们应该普及毒品相关知识，降低
社会发案率，减少传染病的交叉感
染。“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家
长要加强青少年的监护和预防，而我
们医疗上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吸
毒者解决身体问题。”陈文彬说“为
了这份工作我们医院的大家都付出了
很多，但我们也帮助了很多人，对社
会也有很大的帮助”陈文彬也呼吁全
岛人民都行动起来，一旦发现身边有
吸毒人员，要进行有效劝说，自愿到
医院进行治疗，还大家一个健康的身
体、健康的家庭、健康的社会。

此外，记者发现该院有几名身穿
蓝色统一服装的志愿者，其中几名志
愿者表示自己曾是人和戒毒医院的戒
毒者，“经历过吸毒的7年，很难戒
掉，后来知道了这家医院，用比较轻
松地方式让我戒毒了，现在我想改变
我的生活，所以选择成为一名医院的
志愿者，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呼
吁吸毒者都早日戒毒。”

戒毒热线0898—66991999，戒
毒者可拨热线了解更多知识。（黑子）

6岁男童贪玩
砍竹子砍断两手指

南国都市报12月 18日讯（记
者利声富通讯员王琨）11日，陵水
一位贪玩的6岁男童砍竹子时，不
慎砍断两手指，父亲赶紧捡起断掉
的食指中指末节，用餐巾纸包好后
火速赶往医院……谢天谢地，经过
解放军425医院“鬼斧神工”的抢
救，成功将男童断指再植成功。

12月11日，6岁男童小文，因
贪玩自己用刀砍竹子时，不慎砍到
左手食指和中指。小文的父亲吓坏
了，赶紧从地上捡起离断的食指中
指末节用餐巾纸包好，抱起孩子紧
急送往附近医院。

在当地医院进行简单包扎后，
医生表示这种手术需在显微镜下才
能实施，小文父亲赶紧将孩子送到
解放军425医院。如果不及时做手
术，断指将永远接不回去。手术时
间可谓分秒必争，为避免给小文留
下遗憾，医护人员一刻也不敢拖延，
马上着手准备手术。

18日上午，解放军425医院创
伤骨科医生李文称，为小文检查后，
发现小文的手指非常红润，证明他术
后恢复平稳。李文说，小文的手指基
本已经成活，后期观察无恙后便可出
院了。一个月后手指骨头也会长成，
到时就能拔掉钢针，再通过一系列
功能恢复训练就能完全康复。

该院全飞宇院长说，你能想像6
岁儿童手指末节血管有多细？给这
样小的孩子接这么细的血管，光凭眼
睛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主要利益于
该院创伤骨科显微外科专家丰富临
床经验和出色团队合作精神。

南国都市报12月18日讯（记者
纪燕玲实习生刘少珠）日前，一名年
轻妈妈不慎从私家车中摔出导致面
部受伤，原因是孩子在车中打闹打开
了车门，忘了关儿童锁。经记者走访
了解，尽管小车都配有儿童锁，但是
有锁门习惯的司机并不多。

“幸好当时车速只有三四十码，
不然命都没了。”日前，一名母亲从自
己的私家车中摔出，她到解放军187
医院治疗时，心有余悸地医生说。

据了解，当天上午10时许，海口
31岁的胡女士和丈夫准备带2个年
幼的孩子去郊游。丈夫驾车，胡女士

和孩子坐在私家车的后排。车子行
驶至椰海大道路段时，2个天性好动
的孩子开始在车上玩闹。

孩子打闹完之后，胡女士觉得疲
劳，侧身往车门一靠，不料车门竟然打
开了，她顺势摔出了车外。随后立即
被送到解放军第187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介绍，胡女士头上右枕部有
一长8公分、深至骨面的不规则伤
口，右面部软组织挫伤，虽然做了相
应处理，但是面部可能会留下淡淡的
疤痕。他提醒，行车途中车门一定要
关好，车上有小孩时，最好锁儿童锁
以确保安全。

“还好后面没有来车，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胡女士回忆起当时情景
仍心有余悸。

大家平时都有乘坐出租车的习
惯，会发现在坐出租车的时候，一般
后排左边的车门都是锁闭的，不能
够从左边下车。那是因为为了防止
乘客下车时被后面的车辆撞到而发
生交通事故。其实这是非常好地应
用到了儿童锁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
作用。

目前所有车辆几乎都标配了儿
童锁装置，体现了汽车设计的人文关
怀。在儿童锁开启状态下，车门在里
面是打不开的，只有在外面才能正常
打开车门。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小孩
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胡乱玩弄
扳手，无意间打开车门。但是，在生
活中车主是否都应用了儿童锁呢？
记者对此进行了随机采访。

“没怎么用，乘车时小孩一般都
会由妻子抱着，所以孩子应该不会去
碰车门。”年轻爸爸李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儿子今年1岁多。

“我都不知道儿童锁怎么锁。”新
手柳女士笑着说，她有两个孩子，一
个3岁，一个刚满1岁。她告诉记者，
因为每次出去爷爷奶奶一人抱一个，
有人看着，所以没想到要锁儿童锁。

今天，记者在街头随机调查了
10名私家车主，其中7人家中有儿
童，但只有2人有锁安全锁习惯，大
部分司机对此不以为意。

对此，已有20年驾龄的陈司机
提醒，如果孩子一起乘车，最好锁双
侧后门的儿童锁，同时最好配备安全
座椅，确保安全。

南国都市报 12月 18日讯（记
者林方岱）近日，有多名网友发贴反
映三亚市临春河路上千平米的公用
绿地被亿城度假酒店建围墙圈占的
情况，更让大家气愤的是，有家住附
近的网友想到河边公共绿地散步，
也遭到酒店工作人员的阻止。

12月18日，根据网友们提供的
举报线索，记者走访获悉，网贴中所
提及的红树洲楼盘实为亿城度假酒
店，开发商为三亚河港置业有限公
司，投资商为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据家住临春河路的居民介绍，
该酒店于两年前建设完工，其所在
位置紧邻临春河河道，未建设前，有
好多空地，由于河道边树木较多，附

近的居民都喜欢来这里散步游玩。
可自从开发酒店后，一道道围墙把
河岸边的绿地、红树林围了起来，非
酒店住客想要进去散步还会遭到保
安人员的驱赶。久而久之，一些不
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这是酒店用
地，想去散步的居民只能在酒店围
墙前望而止步。

沿着丰兴隆大桥一侧的酒店围
墙往福利小区方向一路走去，记者
发现了几个入口，但门口的酒店保
安表示，非酒店住客不得入内。

从此处的围墙缺口，记者进入
了亿城度假酒店后方紧挨临春河河
道的公用绿地范围。还没走出多
远，一名身着黑色制服的男子便拦
下了记者，该男子自称是酒店保安，
在询问记者身份的同时，该男子强
调称，“如果不是酒店的客人，不能

随便进入。”
在和该名保安人员的交谈中，

记者了解到，自从酒店建设后，开发
商出资对河岸边的绿地进行了绿
化，并设置了健身配套措施。为了
防止绿地遭到破坏，酒店建设了围
墙。而在不久前，酒店东侧的围墙
（福利小区对面道路上的围墙）被执
法部门要求拆除，他们也照办了，至
于为什么这么做，他并不清楚。

记者注意到，酒店保安对于进
入公用绿地区域的人，都会细加询
问，如果不是酒店住客则会被劝离。

12月18日下午，记者前往三亚
市园林环卫管理局获悉，早在去年，
环卫部门就接到市民、游客反映亿
城度假酒店在公共绿地上建设围墙
阻止非酒店住客入内的情况。随
后，园林部门向该酒店下发《关于退

出占用三亚临春河岸公共绿化带的
通知》，要求酒店方拆除东（福利小
区对面路段一侧）西（丰兴隆大桥一
侧）两侧公共绿地上的围墙，停止占
用行为，但对方却没有履行。

记者采访获悉，目前，亿城度假
酒店侵占公共绿地的行为，已经引
起三亚市相关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
重视，亿城度假酒店东侧的围墙目
前也已经被拆除。西侧绿地的围
墙，以及周边相应公共绿地的围墙
也将进行拆除，建设通往河边公用
绿地的通道，方便市民和游客进入
游览。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住建、综合
执法等部门，就亿城度假酒店占用
公共绿地的行为，相关部门将逐步
进行整治，恢复临春河河岸边公用
绿地免费开放的性质。

12月17日、18日
新闻报料奖

陈先生 《2000元一个保证
“位置优越”》

60元

山先生 《本来啥事没有
最后警察鸣枪》

50元

张女士 《楼道内装玻璃门
占用公共空间》

40元

邵先生 《茅台一瓶几十元
阿胶一盒30元》 40元

160名大学生到海南人和戒毒医院参观和学习
成功戒毒者现身说法以自身经历给学生深刻教学

酒店建围墙占公共绿地
非酒店客人进入要被保安赶
部门回应：逐步整治，恢复公共绿地免费开放性质

车门未锁好年轻妈妈途中摔出车
记者调查：大多数人不习惯锁儿童锁

我投诉

我提醒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160名学生到海南人和戒毒医院参观和学习。（图片由
海南人和戒毒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