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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型主题活动

潘家海接受记者采访。南国市报记者 陈卫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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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海从小在新加坡长大，祖籍海南省文昌市公坡镇锦
山头村。1992 年，他带着阔别故乡 50 余年的母亲，第一次
踏上海南的土地。从此，他便一直关注着海南的发展，做了
不少造福故乡海南的好事实事。
2009 年，因为在路边遇见一个唇腭裂小女孩，他产生了
救助海南贫困唇腭裂患者的想法。9 年来，作为新加坡海南会
馆会长的他，坚持每年两次带领新加坡医疗专家团队来海南
义诊，先后为 300 多名唇腭裂患者完成整形手术，让他们的
微笑不再有缺憾。
“飞机翱翔天际、公路四通八达、火车跨海通行、邮轮畅
游世界。”潘家海说，26 年来每一次回“家”，都能欣喜地发
现家乡发生的变化。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他作为“海南微笑”义诊活动的发起人，将继续把
这件善事做下去，为更多贫困唇腭裂患者提供服务。

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心系家乡发展 组织医疗专家为千名唇腭裂患者义诊

一片冰心守护 海南微笑
核心提示
“海南家乡的事，就是我
的事。”4 月 12 至 15 日，在
海南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的喜庆气氛中，新加
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再次
率领由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其
他知名唇腭裂治疗机构的医
疗专家组成的义诊团，来海
南开展“海南微笑”义诊活
动，共为 160 名唇腭裂患者
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作为一名新加坡华侨二
代，潘家海讲得一口流利的
文昌话。他说，他现在每年
都要回海南六七次，其中 4
月和 11 月两次回“家”为海
南的贫困唇腭裂患者义诊，
为他们送去微笑。
“海籍南征家狮岛，南居
北望念珠崖。
”悬挂于新加坡
海南会馆里的一副楹联，
表达
了潘家海以及许多新加坡华
侨对家乡海南的真挚情感。
自 1992 年第一次陪母
亲回乡探亲以来，潘家海用
拳拳公益心诠释浓浓乡情。
他扶危济困，建房修路，帮助
乡亲。
在潘家海眼中，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发展变
化，可以用“巨变”来形容。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配套设施日趋
完善，海南越来越有国际化
气息。”他高兴地说，海南蓬
勃的发展态势，为新加坡与
海南进一步深化合作提供了
更多机遇。
□南国都市报记者 孙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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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桑梓

26 年探亲路见证海南发展

为海南发展献智出力

为 300 多名唇腭裂患者免费手术

“你的家在哪里？”这是潘家海自
幼被问得最多的问题。问他的人，正
是他的父母。
1940 年前后，潘家海的父母移居
新 加 坡 ， 1958 年 潘 家 海 在 新 加 坡 出
生。对家乡没有一点印象的他，每每
被问起家在哪里，都会回答“海南文
昌”。“无论谁问起，你都要记得，你
家在文昌，这是父母对我的教诲。”
1992 年，潘家海带着阔别故乡 50
余年的母亲回到文昌探亲。“回到老
家，妈妈非常激动，一把抱住守在老
家的奶奶失声痛哭。”潘家海回忆，第
一次见到的家乡较为贫穷落后，处处
显出破败的模样，可一砖一瓦却格外
亲切，他仿佛在一瞬间找到了自己精
神文化的“根”
。
受父母的影响，潘家海讲着一口
地道的文昌话。他说，近年来他每年
都要回海南六七次，组织义诊、参加
会议、参与公益活动，感受最深的是
家乡海南的变化。
“最早回乡探亲的时候，文昌乡下
到处都是泥土路，村里的小学教室很
简陋，一些村民还没用上电，现在完
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潘家海说，他至
今依然记得，位于海口市大同路的华
侨大厦，当年作为接待华侨、港澳台
同胞的重要基地，是海口为数不多的
几栋高楼之一，站在该大厦 7 楼可以
看见秀英港。如今，华侨大厦已被淹
没在高楼大厦中。
“我和妈妈第一次返乡，海口、文
昌汽车还不多，我们坐着三轮车一路
颠簸回到锦山头村。现在全岛通高铁
了，公路也修得很宽敞，交通出行方
便多了。”潘家海说。
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百姓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的立体交通
网络初步建立，近年来，海南取得的
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每年数千万的中
外游客来海南旅游，越来越多的企业
和人才涌入海南，投资兴业，体现了
海南的吸引力。”潘家海说，海南 30
年的发展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开放
包容。

从 34 岁 那 年 第 一 次 回 “ 家 ”
以来，潘家海时刻关注着海南，
并为海南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2010 年，潘家海带着新加坡
海南会馆的乡亲共 91 人，专程来
到文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看望在
这里学习和生活的残疾孩子。“我
们发起了爱心捐款活动，捐款 50
多万元人民币，同时为每一位同
学捐赠了校服。
”
2014 年 ， 超 强 台 风 “ 威 马
逊”在文昌登陆，部分地区受灾
严重。为了表达新加坡海南会馆
全体乡亲的一片心意，潘家海特
地从新加坡回琼，向文昌市政府
捐出 15 万元救灾款，帮助灾区灾
后重建。
今年 4 月 1 日，第七届海南文
昌南洋文化节开幕，来自 18 个国
家和地区的文昌籍侨胞、36 家海
外社团的侨界代表共聚文昌，共
话桑梓、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潘家海说，他已经参加了几次南
洋文化节，每次都能感受到文昌
的发展变化。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来，海
南的开放意识不断增强，国际朋
友圈越来越大。“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为海南与新加坡加强合
作交流带来新机遇。
“利用新加坡海南籍人士的人
脉、资金等优势，进一步深化新
加坡与海南在经济技术领域的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潘家海说，他对新加坡与海南的
合作前景很有信心，愿意为两地
企业、机构开展合作牵线搭桥。
潘家海还是一位热情的文化
使者。他把海南籍的新加坡书法
家和画家们的作品带到海南办画
展，得到了海南省政府和省侨办
的大力支持。他在新加坡举办海
南美食节，介绍海南粉、海南薏
粿、鸡屎藤等海南美食，宣传海
南的人文历史，为新加坡人认识
了解海南提供了一个窗口。

“感谢新加坡义诊团，让我从自卑变得自
信。”4 月上旬，由潘家海带队的新加坡义诊
团在澄迈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24 岁的唇腭
裂患者莉莉哽咽地对记者吐露心声。她先后
2 次接受新加坡义诊团医疗专家主刀的唇腭
裂整形手术，如今外貌已变得和常人一样。
2009 年至今，新加坡海南会馆组织新加
坡中央医院及其他知名唇腭裂治疗机构的医
疗专家，赴海南开展“海南微笑”义诊活
动。截至目前，先后有 20 个义诊团来琼为澄
迈、海口、三亚、万宁、文昌、屯昌等市县
的贫困唇腭裂患者义诊，累计义诊 1000 余人
次，实施免费整形手术 300 多例。贫困唇腭
裂患者不仅能免费接受治疗，还会得到义诊
团的救济。
据介绍，2009 年潘家海回海南时，在澄
迈路边遇见一个唇腭裂小女孩。因为家庭贫
困，小女孩没有及时进行治疗。“我们了解得
知，在澄迈有一些患者因为家庭贫困，加之
县内医疗技术和设备水平有限，无法实施手
术，这让我萌发了在家乡开展唇腭裂义诊活
动的想法。”这一年，新加坡义诊团第一次在
澄迈县开展唇腭裂修复治疗，并将“海南微
笑”义诊活动开展至今。
“这 9 年来，以国际著名唇腭裂治疗专家
李胜德教授为代表的义诊团成员，每年来海
南义诊两次，每次义诊活动需要资金 30 万美
元左右，都靠大家自主筹集。”潘家海说，海
南是故乡，他决心将义诊活动一直开展下
去。源于这份守望和坚持，潘家海被许多人
称为“微笑天使”。
除了义诊，新加坡义诊团成员还无私地
把医疗技术传授给澄迈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
员。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澄迈县人民医
院成立了唇腭裂整形中心，自 2013 年起具备
了一定的自主手术能力。同时，澄迈县还专
门设立了“微笑工程”基金会，多方筹集善
款用于帮助贫困唇腭裂患者。
“义诊活动改变了不少海南唇腭裂患者的
生活，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谈到未
来，潘家海表示，近年来海南的医疗技术水
平和医疗保障水平快速提高，新加坡义诊团
正在积极与澄迈县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等医院展开合作，通过教育培训
等方式，培养人才为患者提供有效治疗和服
务，帮助海南建立多学科的唇腭裂整形中心。

“修补”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