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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患上先天
性心脏病（下称“先心病”），对于只
有1岁半的祥祥来说是不幸的，同时
他又是幸运的——成为三亚市 2021
年首批先心病患儿免费救治项目中
的一员。4月16日，在三亚市妇幼保
健院（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来自
海棠区洪李村的祥祥成功接受来自
沪琼专家的联合救治手术。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先
心病致死率的关键措施，由于治疗难度
大、手术费用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
不小的负担。此前，面对巨额手术费，
祥祥一家人愁肠百结。幸运的是，三亚
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民生项目为三
亚乃至琼南地区生活困难家庭的先心
病患儿点燃“心”希望。

据了解，2019年三亚启动为民办
实事妇女儿童部分疾病免费筛查和防
控项目中，涉及0-6岁儿童先心病免费
筛查和诊治。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得到
救助，三亚将该项目的对象年龄扩大至

14岁，区域范围包括居住在三亚辖区
内的所有常住儿童（含流动儿童）。

“联合政府、社会、医院等各方力
量，努力减免救治费用，帮助更多贫
困家庭的患儿祛除病痛。”小儿心胸
外科专家、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常务副
院长陆兆辉介绍，2019 年 4 月 20
日，沪琼两地专家携手开辟绿色通
道，为三亚及琼南地区贫困家庭的先
心病患儿开展救治。随之，三亚在原
有的筛查项目中增加了免费诊断和
手术治疗项目，切实帮助先心病患儿
解决看病难和经济困难的问题。

如今，在儿童先心病治疗方面，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建立了先心病从
筛查到诊断、治疗、随访的完整网
络，让患儿不出岛就可享受到与上
海同质的优质医疗服务。此次联合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计划为 6 名琼南
先心病患儿实施救助手术，也是三
亚今年开展的首批先心病患儿免费
救助手术。

自2019年至今，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联合上海专家已为70例先心病患
儿成功实施手术，其中59例免费。“这
批年龄最小的患儿仅1个月大，包含
项目开展以来的首例较为复杂罕见的
病种——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心
下型）。”陆兆辉表示，医院将继续推广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适宜技术，
尽早发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及时诊
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率，改善患儿的预
后和生活质量，健全三亚市先心病防
治一体化服务体系。

近日省卫健委印发的《2021年海
南省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诊治
项目实施方案》指出，预计我省 2021
年诊断先心病需要手术治疗的先心病
患儿为100例。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为
定点医院之一，在该院接受手术治疗
的先心病患儿(我省常住 0-36 月龄)，
其治疗费用在医保之外给予补助，补
助标准最高2.5万元/人（自付小于2.5
万元的，按实际支出补助)。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医生正为先心病患儿进行手术。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三亚在原有筛查项目中增加免费诊断和手术治疗

先心病患儿到指定医院手术最高补助2.5万元

“你赞同科技越发达人就会变
得越不思进取的观点，有一天机器
会统治人类吗？”

——“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只有
一个宗旨，就是服务人类。”

“那么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会
拥有自己的思想吗？”

——“这个我没想那么深入，是
个哲学问题了。”

如果不是那年少的容貌，很难

想到这是和一名六年级小学生对

话。口才 10 级、擅长主持和演讲，

喜欢打羽毛球、拉小提琴，品学兼

优，能力突出。三亚市第九小学六

（3）班的侯善凯，是同学中的“名

人”，也是名副其实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曾获得国家级征文比赛三等

奖、2019 年海南省中小学“校园好

少年”称号、2019年获海南省“科普

小先生”演讲比赛一等奖、2020 年

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等多

项荣誉，从一年级至六年级一直担
任中队学习委员。对老师交给他的
任务，总是认真去完成。“学习上有

困难的同学，我更建议大家一起结
伴学习，要把时间利用好，做好一
件事再去做下一件事。”侯善凯说。

从一年级开始，即使没轮到他
值日，也会每天坚持最后离开教室
前关闭电灯、电扇、空调……到现
在已坚持了 6 年。“有时候同学忘
记了我就帮忙关，习惯了。这些是
简单的事情，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去
做。”侯善凯说。在学校里养成的
好习惯他还能“带”出校门，影响着
左邻右舍。每天早晨上学时，他看
到楼道的灯开着总会顺手关上，小
小的一个举动，大人们看在眼里，
不知不觉地也养成了随手关灯的
习惯。

在学校，侯善凯尊敬师长、团结
同学，班干工作认真负责，成绩始
终名列前茅 。在带了他 3 年的语
文老师眼里，侯善凯是一个“小大
人”，认为这种张弛有度得益于他
广泛的阅读量。“他热爱读书、写
作，热爱科学。像我知道的，他会
买各种科普、励志、作文方面的书
籍，不断增加知识面。”

“从小妈妈就给我讲古诗词，慢

慢我也喜欢上了。我还喜欢看《三
体》，课外书是爸爸妈妈给买的，他
们支持我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多看些
书。”侯善凯说，“我最近准备把《哈利
波特》英文版原著念好，跟表哥他们
通视频的时候好好‘炫耀’一下，之前
他们的英语水平总是碾压我，我要扳
回一局。”

除了开卷有益，侯善凯劳逸结
合的观念也很强。“身体是革命的

本钱。妈妈给我报了羽毛球班；在

家的时候，一边看我喜欢的科学、

科幻类电视节目，一边跳玩蹦床。”

在家里，侯善凯去帮父母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在妈妈眼里，

孩子越来越独立是最欣慰的事。

“这个年纪的孩子好动，也需要父
母提醒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我最希
望的是他能快点独立起来。有一次
带他去看牙，因为我腿受伤了，很
多事情他就自己做了，还过来拉着
我的手护着，挺感动的。”

侯善凯在学校读书角阅读。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侯善凯│正读英文版《哈利波特》的“科普小先生”
本报记者 刘盈盈

Sy三亚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宣传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为使国学文

化更加深入人心，引导青少年更多了解、
体验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日前，崖州湾
科技城大社区开展“传承国学文化，品味
中华魅力”传统黎陶学习活动，活动邀请
具有丰富教学和黎陶制作经验的胡安妮
老师及两位助教进行讲授，共吸引了辖
区20名青少年参与。

黎陶是黎族人民传承千年的传统技
艺，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工艺特点，用手
制、篝火焙烧的方法烧制出一件件造型
古朴、色彩单纯的土陶，记录着黎族人民
的生活习俗及制陶史，也因此被称为民
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

当天，活动在活泼有趣的“数字炸
弹”游戏中拉开序幕，小朋友们通过游戏

“破冰”，变得热络起来。随后，工作人员
向孩子们讲述了海南黎陶的历史并阐释
了活动的意义，让参与者用心感受海南
黎陶文化的魅力。小朋友们在助教的精
心指导下，沉浸在黎陶的取土、和泥、制
坯等工序中，享受着亲手制作黎陶带来
快乐。

助教在认真辅导。 符吉茂 摄

20余名志愿者看望脑瘫儿童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近日，来自

三亚心连心义工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货运有限公司的 20 余名志愿者，将蔬
菜、水果、玩具等一批爱心物资送到三
亚光明连接脑残疾儿童中心。活动旨
在进一步关心脑瘫儿童的健康成长，传
递社会大家庭的爱心。

当日 9 时许，在三亚光明连接脑残
疾儿童中心里，有的志愿者对该中心活
动器材和活动场地清理打扫，有的志愿
者陪孩子们聊天、讲故事、玩耍，把捐
赠的玩具分给他们，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在互动中，孩子们开心地为志愿者
们表演节目。

“看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我
很感动，这次活动开展得很有意义。”
来自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货运有限公司
的志愿者王玉波表示，作为一名普普通
通的志愿者，今后要在工作之余积极参
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也希望借此行动
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脑瘫儿童的关注
和支持，帮助他们在人生起步阶段战胜
困境、快乐成长，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关爱和温暖。

Sy志愿服务

Sy文明旅游

导游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每次带团

到蜈支洲岛旅游区，我都会提醒游客
遵守景区秩序，不要大声喧哗，注意文
明旅游。”4 月 21 日，三亚好享游导游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导游蒋世豪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除了做好景点讲解，引
导游客文明旅游也是他带团的重要任
务之一。

当天，蜈支洲岛旅游区旅游秩序井
然。不管大团小团，游客都戴着无线导
览接听器，导游通过这种接听设备，向游
客进行景区讲解。“这样一来，既能避免
人多产生噪音，又能让每位游客都听到
清晰讲解。”蒋世豪说。

不仅如此，为了倡导游客文明旅游，
蒋世豪还嘱咐游客，在乘船过程中做好
垃圾不落地，使用的纸巾等垃圾先带在
身上，看到垃圾箱再投进去。他还告诉
记者，为了做好防疫，还会提醒游客要戴
上口罩，注意保持距离，尽量不要拥堵，
维护文明观景。

海南优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
李伟也向记者分享了该公司引导游客文
明旅游的做法，尤其是要通过导游自身
行为进行引导，包括建议游客点餐适量，
引导他们开展光盘行动等。

弘扬传统文化 感受黎陶魅力

Sy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Sy关注经济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张
依纯）连日来，在共青团三亚市委的
指导下，天涯区团委联合三亚繁星义
工社、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市一中青年志愿者协会等
机构，组织逾 100 名志愿者在三亚湾、
三亚河等处开展护滩净河活动。

在三亚湾，志愿者分工明确，将海
岸垃圾捡拾到环保袋中，并仔细做好
垃圾分类，同时带动海边的市民游客
积极行动起来。来自成都的游客林云

芬称赞说：“这样的画面非常美，海滩
变得更加整洁美丽，游人休闲更加舒
心。”

在三亚河，志愿者向过往群众讲
解 河 湖 保 护 知 识 ，发 放 有 关 宣 传 资
料，提高群众保护河湖意识，引导更
多 群 众 参 与 到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中 来 。
同时，他们登上打捞船，使用打捞网
等工具在河道上打捞漂浮物。

“三亚是我的第二故乡，能为这座
城 市 贡 献 一 份 爱 心 、让 城 市 越 来 越

美，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一位来自哈
尔滨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她 10 年前
第一次来三亚便喜欢上这座美丽的
滨海城市。目前，她不仅和家人在三
亚买房定居，还成为一名志愿者。

“爱护海滩和三亚河也是爱护我
们的共同居住环境。”三亚繁星义工
社负责人称，近年来，该社每到周末
便组织志愿者到海滩开展清洁活动。

三亚逾百名志愿者护滩净河

Sy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志愿者在三亚河打捞垃圾。黄世烽 摄

三亚日报官方微信 三亚日报微博 三亚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

88981099 88981066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