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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纪燕玲）2月11日，本报曾经报道的
感动海南2015年度十大人物候选
人——海口“好医生”吴永赞荣登中
国文明网《好人 365》栏目封面人
物。《好人365》专栏由中国文明网联
合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和中国网
络电视台“五网联盟”同步共推，每
天在网上讲述一位中国好人的感人
故事。

1952年5月，18岁的吴永赞开
始在皮肤病门诊上班，投入麻风病
防治工作。麻风病具有高传染性且
病症复杂，照料麻风病人十分麻烦

和辛苦。为了避免传染，在每天进
入病房前，吴永赞都要穿上厚厚的
隔离衣、带上隔离手套和隔离帽，套
上防护鞋。每天脱下防护衣物后，
他都会变成一个“汗人”。

皮肤病通常是慢性病，十分折
腾人。长期肿胀和痛痒往往让病人
感到很痛苦。他常说：“作为医生不
仅要用药治疗病人，还要解开他们
的心结，让他们有治愈的信心。”

很多麻风病人由于患病眉毛脱
落，内心十分沮丧。为了安慰他们，
吴永赞在工作之余拿起了眉笔，向
女同事讨教画眉技巧，主动为麻风

病人画上好看的眉毛，后来他还学
会了“植眉技术”。

1995年退休后再上岗，40多年
的“麻防”工作经验，让吴永赞成为
海南麻风病防治领域中德高望重的
泰斗。2002年完全退休后，他在长
流镇上开起皮肤病诊所。14年来，
他的诊所坚持只收取病人的医药成
本费，面对革命老人和家庭贫困的
患者，吴永赞更是分文不收。

2015年12月，吴永赞荣登“中
国好人榜”。2016年2月11日，吴
永赞再荣登中国文明网《好人365》
栏目封面人物。

海口琼山多部门
联合整治市容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纪燕玲通讯员吴清洲）2月13日是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海口市琼山区
提前恢复联合整治行动，琼山区委
书记孙芬带领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执
法，劝导违反“门前三包”行为40
多宗。

执法队伍先后巡查建国路、勋
亭路、海府路、宗伯里一横路、忠介
路、培龙市场、绣衣坊、新城路等路
段以及汽车东站、农贸市场等重点
部位，重点整治违反“门前三包”、出
店经营和肩挑商贩占道经营行为，
全力确保2月14日正常上班前城区
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此次整治行
动以教育劝导为主，共劝导违反

“门前三包”行为40多宗。

他们伸出的援手

很暖心
老人流血倒地
武警出手相助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
者纪燕玲通讯员杨瑞明高帅）

“哨兵同志，我要找你们领导汇报
何排长做的好事！”2月10日上
午10时许，家住五指山市翡翠小
区的黑龙江籍候鸟老人李宝真带
着他的爱人，来到武警海南省总
队二支队机关大门口，向正在执
勤的哨兵提出要见支队领导感谢
部队的要求。

当天是大年初三，清晨，3名
北京籍的老人正在南圣河边散
步，忽然一位老人放缓了脚步，刚
对同伴说有点不舒服，便倒在了
地上不省人事，嘴角还溢出了鲜
血。周围晨练的人们纷纷聚拢
来，但是看到老人这个情况，谁也
不敢上前一步伸出援手。此时，
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传
来，带队出早操的五指山中队排
长何志擂看到前面围了好多人，
带着班长麻建东前去看个究竟。

“不好，得抓紧抢救！”面对生命岌
岌可危的老人，何志擂一边招呼
围观的群众拨打120，一边迅速
脱下作训服，对老人进行人工呼
吸和胸外按压，老人嘴角溢出的
鲜血和污物，何排长全然不顾。
1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将
老人转移到医院进行抢救。何排
长的义举在围观群众中引起了反
响，李宝真老人是一位退伍老兵，
认为一定要把这个好事宣扬出
去，传递正能量。李宝真老人说，

“何排长急群众所急，救死扶
伤，体现了我们军人的风采，你
们一定要好好表扬”。

老人遗失手机
民警帮忙寻回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石祖波）2月12日，“候鸟”老人孟
女士一家准备从海南万宁返回黑龙
江老家走亲访友，却不慎将价值
6000余元的手机遗失在出租车上，
万宁铁警接到求助后，根据孟女士
提供的“随手拍”的出租车牌号，
成功帮其找回手机。

记者了解到，2月 12日当天，
孟女士一家人从万宁兴隆乘坐出租
车前往万宁动车站，上车前，孟女
士无意中用手机随手拍了下出租车
牌号，下车时，孟女士的女儿恰巧
不小心将价值6000余元的手机遗失
在出租车上，发现后，孟女士家人
立即拨打丢失手机的手机号，却显
示已经关机，而此时，所搭乘的那
辆出租车早已不知去向。

孟女士赶紧向万宁动车站派出
所民警求助，民警调取监控视频查
找无果，正无计可施时，孟女士突
然想起自己拍下了车牌号，民警立
即根据车牌号向车站周边的出租车
打听查找，最终联系上孟女士所搭
乘出租车的司机，帮孟女士找回了
手机。

手机失而复得
旅客写信谢民警

南国都市报2月 13日讯（记
者王燕珍）吉林女子候车时不慎丢
失了手机，被凤凰机场高铁站派
出所民警拾获并归还，为了表示
谢意，失主当场写下感谢信。

2月13日13时25分，凤凰机
场高铁站派出所民警冯成峰在候
车室巡逻时发现椅子上有一无主
手机，民警拨打遗失手机通讯录
上机主朋友的电话寻找机主。5分
钟后，有一女子打电话称自己是
该手机机主，姓李，吉林人，当
时一家三口在凤凰机场站候车
时，自己粗心大意把手机遗落在
车站。由于动车已经开出车站，
她暂时无法取回手机，民警主动
帮助李女士查询最便捷的车次并
帮助李女士保管手机。直到当天
15时许，民警核实信息后把手机还
给前来领取手机的李女士。李女
士当即对民警表示感谢，并当场写
了感谢信表达自己的谢意。

老翁身无分文
民警助其返乡

南国都市报2月 13日讯（记
者 杨琼文）一位62岁的老人从四
川到三亚找儿子儿媳，因儿子儿媳
恰好年前离婚了，老人知道情况
后，一怒之下从儿子家里出来，却
因身无分文，回不了四川，老人无
奈之下，到了陵水后向陵城派出所
民警求助。民警给老人买了热腾
腾的饭菜，还给了老人200元钱，
并帮他买了火车票。

2月11日晚上9时许，一位头
发苍白、满脸憔悴的老人，拄着拐
杖走到陵水公安局陵城派出所，向
民警求助。据老人介绍，其是四川
省人，姓何，今年62岁，春节前来
海南三亚找儿子儿媳，可想不到儿
子儿媳在年前离婚了，他对此很气
愤和伤心，于是在2月10日从儿子
家里独自走出来了，想回四川，但
走到陵水实在没办法再走了，又饿
又累，无奈之下才到派出所求助。
民警经核实后，发现老人反映的情
况属实。可当民警表示开车送其
回三亚儿子家里时，老人死活不
肯。见此情景，陵城派出所值班的
符副所长开车买回了热腾腾的饭
菜给老人吃，还不断安慰老人。

在老人吃完饭后，符副所长尊
重老人回老家的心愿，开车送其到
陵水火车站，帮老人购买了火车
票，还给了老人200元钱。当何某
拄着拐杖登上火车时，眼里流出了
热泪，对着站在站台上的符副所
长不断地挥手并道谢。

澄迈瑞溪举行新春美食品鉴会

40多种美食
让民众大饱口福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林书喜通讯员宋祥达李唐旭）2月
11日（大年初四），澄迈县瑞溪美食
风情小镇举办第二届新春美食品鉴
会，40多种美食让游客和当地群众
大饱口福。

作为琼北古镇名镇，瑞溪建墟
已有353年的历史。瑞溪人走南闯
北的过程中吸收各地美食优点，糅
合创制出多种地方特色美食，发展
至今形成瑞溪牛肉干、腊肠、粽子三
大百年品牌以及甜薯粿、粿仔汤等
40余种风味小吃。瑞溪镇风情美食
街是集澄迈特色小吃和特色农产品
销售为一体的美食街，旨在打造集
旅游购物、特色美食、娱乐休闲、文化
体验为一体的美食文化休闲街区。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王忠新）“医生！快看看我弟弟，他疼
得都没法动弹了！”2月11日，正是大
年初四，海口市民高先生却一大早送
弟弟来海口一八七医院急诊。原来，
高先生的弟弟阿强（化名）因喝了半
斤多白酒，被诊断为胃出血。

“从过小年开始，弟弟一直在和
亲朋好友喝酒，而且都是喝高度白
酒。”2月11日早上8时许，高先生送

弟弟阿强就近前往一八七医院就
诊。阿强在2月10日晚上喝了半斤
多白酒，醉酒后就一直卧床休息。不
料，在第二天起来后，就一直腹痛不
止，家人立即将其送医。

经医生初步诊断，阿强的症状属
于胃出血，是因饮酒过量引起的。阿
强的家人都很担心，所幸阿强的情况
并不严重，预计要治疗调养一周左
右，且近期都不能再饮酒，不能吃辛

辣食物。在传统习俗中，逢年过节喝
酒，很多人看来是“家常便饭”。2月
13日，记者走访海口几大医院，发现
春节期间，海口市民过量饮酒引发的
肠胃、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海口市人民医院李医生介绍：
“春节期间最严重的，半天就接到过
4个饮酒过量发病的，还有因为喝酒
骑车摔伤的。”

李医生提醒，适度饮酒不会损害

身体健康，而过量饮酒则容易伤身，
可能造成肝损害、诱发消化道溃疡出
血、诱发急性胰腺炎，严重者酒精中
毒可危及生命。

医生建议，不要空腹喝酒，喝酒
前先吃些点心，酸奶等，减少酒精在
肠道的吸收。不宜边喝碳酸饮料、浓
茶边喝酒。市民应尽量选择低度酒，
控制饮酒量，应提倡健康的酒文化，
不宜过度劝酒、敬酒，导致互伤身体。

本报报道的感动人物

海口“好医生”吴永赞
荣登《好人365》栏目封面人物

过年“喝高了”
海口一男子胃出血

医生：饮酒别
过量，也别空腹喝

年过八旬的吴永赞精神矍铄南
国都市报记者陈卫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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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公交上发病
驾驶员紧急送医

南国都市报2月13日讯（记者
姚传伟）2月3日，海口市公交集团
公交总公司36路驾驶员肖兴忠救
助了一名发病老人，获得乘客点赞。

据了解，2月3日上午10时许，
肖兴忠驾驶车牌号为琼A20317的
36路公交车在海口市中医院门诊部
公交站停靠时，发现一名准备上车
的老人行走吃力，较为虚弱，便主动
上前将老人扶上车。肖兴忠将老人
安置在座位上坐好后，回到驾驶座
准备发车，却见老人面色发青，眼看
就要晕倒，便立即让车上乘客帮忙
照看老人，自己急忙跑到海口市中
医院请医护人员前来救援。医务人
员闻讯赶来后，立即对老人进行初
步检查，发现老人有生命之危，需立
即入院抢救。肖兴忠帮助医护人员
将老人送到医院，然后才放心地回
到公交车上，继续行车。

事后，一名乘客将此事发布在
网上，肖兴忠所在公司的领导才得
知此事。在线长问询此事时，肖兴
忠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都是
应该做的，所以也没向公司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