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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入交通志愿服务队伍一年多

在海口街头指挥交通

站岗时认真投入、手势标准、口号响亮，还自编宣传语

68岁大爷有激情有范儿
路人转粉丝，交警也点赞
南国都市报 9 月 9 日讯（记者 田春宇
文/图）
“过”
、
“停”……海口海府一横路与海
府路交叉口，68 岁的东北大爷路庆会穿着
红色的志愿者马甲，脖子上挂着哨子，戴着
白手套，手持文明标语旗子，他认真投入地
疏导交通的身影成了路口一道
“风景线”。

神。”路庆会说，发现有人违反交规，他不仅
要吹哨提醒，
还会用力挥舞手中的旗子提示
和阻拦。而对于一些礼让行人等文明行为，
他会回以敬礼，以示鼓励。
从事交通志愿服务一年多以来，路大爷
已挥舞坏了好几面旗子。路大爷坦言，疏导
交通需要风雨无阻，虽然挺辛苦，但是自己
却收获了许多路人的关怀和认可，
“有人送
来水和椰子，
让我很感动。”
路大爷说。

路口多了个“激情大爷”
疏导交通很较真
9 月 7 日傍晚 6 点多，路庆会正在海府
一横路与海府路交叉口疏导交通，在记者赶
到时，
他已站岗一个多小时，
但仍精神抖擞，
站姿挺拔，指挥姿势标准，文明交通宣传口
号喊得响亮。
站在路口的车流中，电动车、汽车从路
大爷身边擦身而过，他眼观六路，一边观察
两个方向的红绿灯情况，
一边
“纠察”交通违
章的市民。
“红灯，停！”看到有人骑着电动车欲冲
过路口，
路大爷先是言语劝阻，见对方不听，
当即鸣哨，同时打出阻止车辆前进的交通手
势，挥舞手中旗子，终于喊停了违章电动
车。
“没想到这大爷这么较真，下次不敢闯红
灯了。
”陈女士被路大爷阻止后低着头，
不好
意思看他。
“我每天下班都要路过这个路口，好几
次看到有人闯红灯，
这个大爷每次都十分敬
业认真地上前阻拦。
”王女士说，她也因此深
受影响，提醒自己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回
家，
“老人家的热情和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

6 分钟挥臂 50 次以上
年轻人自叹不如

路大爷在疏导交通现场。

自编交通宣传口号
一年用坏 5 面旗子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 高高兴兴上
班，安安全全回家，莫用生命赶路”
……在路
上发现有人违反交规，路大爷会还会念起自
己编的交通宣传口号。
“这些口号押韵顺口，
好念也好记，
道理
也浅显易懂。
”
说起自己与指挥交通结缘，路
大爷谈起去年 7 月与一位交警的巧遇相识，

“他说海口现在需要交通疏导志愿者，看我
热心公益，让我去试试。”路庆会说，他当即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志愿者协会。
“穿上志愿服务马甲很自豪，觉得自己
多了一份责任。
”路庆会说，自己平时会细心
留意观察交警的指挥手势，并牢记于心。凭
借一腔热情，路大爷发挥从部队里带出来的
精神劲头，将这份志愿者的服务工作做出自
己的特色。
“动作一定要标准，干脆有力，有精气

采访中，常和路大爷一起执勤的海口公
安交警支队美兰大队海府中队协警小周向
记者大赞路庆会，
“工作认真负责，
顶着太阳
站岗，
一点不含糊。”
小周说。
“他天天如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
人，约束了市民的不文明行为。
”美兰区文明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曾经有市民悄悄拍下路
庆会站岗时的视频。在这段时长约 6 分钟
的视频里，路庆会一刻也没闲着，拍摄者用
心细数发现，在 6 分钟时间里，路庆会的手
臂动作高达 50 次以上，
“普通年轻人都自叹
不如。
”
海口公安交警支队美兰大队海府中队
长吴岳威介绍，海府一横路与海府路交叉口
是一条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的易堵路口，
有像路大爷这样“给力”的志愿者加入，对
疏导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呼吁市民能
够给予交通志愿者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有家长存疑虑不愿带孩子来，医生无奈——
我省“听力障碍患者
康复救助”项目首批获
救助患儿免费手术
南国都市报 9 月 9 日讯（记者 王洪旭
文/图）近日，省委、省政府 2018 年为民办
实事事项——我省“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
助”项目第一批获救助的听力障碍患儿在
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
等 3 家医院免费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有
望打开“有声世界”。
然而，也有的患儿符合救助条件，但
家长却没有带孩子来做手术。对此，医生
感到无奈，
“自费手术需 10 多万元，现在
政府免费救助为何不来呢？
”

自费手术要十多万，如今免费救助

“打了七八个电话都不来”
文昌一对小姐妹打开“有声世界”
医生提醒，有家族病史需做筛查
9 月 7 日上午，海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医院（以下简称“海南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医院”
）病房内，一个星期前做了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小姐妹丽丽和丽莹正
在玩玩具。父亲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来
自文昌市翁田镇，姐姐丽丽今年 5 岁，妹妹
丽莹 3 岁，姐姐在 1 岁半时查出患有听力障
碍，而妹妹在出生时就查出来了，但是家里
困难一直没有钱给两个孩子做手术。
李先生说：
“一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要
10 多万元，两个孩子就是 20 多万元，我们
家根本承担不起，幸运的是，政府免费救助
项目帮助了我们，
让孩子能够听到声音。
”
经了解，李先生和妻子都有不同程度
的听力问题。医生提醒，50-60%的听力障
碍患者病因与遗传因素有关，有耳聋家族
史的家庭一定要做好筛查和干预。

担心以后出意外没钱救治
7 岁患儿父亲不愿让孩子做手术
做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姐姐丽丽
（右二）和妹妹丽莹（左二）康复良好。

“这些孩子都很聪明，甚至能看懂唇
语。”看到手术后孩子们康复良好，海南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赵
质彬十分欣慰，但也有一些患儿检查后符
合救助条件，但家长却没有带孩子来手术，
赵质彬对此感到无奈。
经了解，该医院负责海口、文昌、琼海
等 6 个东北部市县听力障碍患儿筛查救
助。其中第一批共有 20 名患儿符合救助
条件，但只有 15 名患儿过来做手术。
“没有来的，我们都打电话去了解，给
家长科普人工耳蜗知识。”赵质彬说，主要
原因是家长对人工耳蜗不了解，担心以后
要花钱。
“ 其中，有一位 7 岁的孩子小超，我
们给家长打了七八个电话，对方都不愿意
过来。”
9 日下午，南国都市报记者电话联系
了小超的父亲韩先生，他仍表示不愿意让
孩子来做手术。韩先生说，他是文昌市锦
山镇人，小超 2 岁时由当地政府部门救助
戴了助听器，现在说话有些不标准，但并
不影响与人交流，目前孩子已经读小学一
年 级 。 对 于 不 愿 手 术 的 原 因 ，韩 先 生 解
释，由于小超比较调皮，自己担心他植入人
工耳蜗后，在玩耍时如果碰坏了需要再次
手术，那样自己就没钱支付医疗费。
“ 孩子
现在戴的助听器，已经修了很多次，每次都

需要几百元费用。”

计划为 120 名患者植入人工耳蜗
为250名患者免费验配助听器
今年，在实施新生儿听力免费筛查的
基础上，由海南省卫生计生委和省残联共
同开展的“听力障碍患者康复救助”项目被
列入省委、省政府 2018 年为民办实事事
项。该项目覆盖海南省户籍儿童及青少年
（年龄段：
6 个月-18 岁），
小龄优先。
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
惠民项目计划为 120 名听力损伤重度及极
重度患者免费提供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调
机和术后康复训练，为 250 名中度患者免
费验配助听器及适应性康复训练。
截至8月31日，3家定点救助医院海南
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共对809名遴选患
儿进行确诊，专家组完成第一批救助对象
审核，其中审核通过人工耳蜗植入57人、助
听器验配137人。目前已对15名救助对象
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术。
目前，3 家定点救助医院继续开展听障
患者的诊断工作，9 月中旬将召集专家进行
审核，
确定第二批救助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