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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实习生 黄志豪

他们从农村山间而来，双脚还沾
着泥土的气息；他从街边小面馆而来，
带着浓浓的青海口音；她从海上而来，
一双耕海的手满是沧桑……他们身份
各异，却都用不平凡的事迹一次次触
动我们心里最深处的柔软。

回望过去的2014年，总有一些人
和事，在我们记忆深处留下感动的烙
印，激励着我们往前。

1月15日晚，“感动海南”2014十
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省歌舞剧院
大礼堂华光异彩，舞台因为他们的到
来而无比璀璨！

这场典礼，泪花涟涟，他们的故事
真实动人，直击人心。

古稀壮举，贵存大义。当看着沉
没在水库中的小孩，澄迈国营红光农
场已经年近7旬的岱娥贵不顾年迈，一
次又一次地跳入水中营救溺水儿童。
当他将最后1名溺水儿童托上岸时，已
经累得只能勉强将自己的头部撑出水
面，而正是在他奋不顾身地努力营救
之下，3名溺水幼童最终全部获救；

诚信千金，不改初心。面对客人
遗漏的6万元，兰州牛肉面馆马牙古拜
一家人的做法是，等待失主回来，原封

不动地归还给了失主；
还有“双拐教师”曾维奋、海警“兵

王”韦汉忠、英雄警察李观连，以及海
南残友青年创业团队集体、农村小额
信贷员集体、万宁凤凰山护林员集体
这样的群体……一个个海南好人，一
段段温暖故事，一次次屏息聆听，一回
回泪水交融，让这座城市在寒冬里变
得温热。

坐在观众席一边角的海南海警一
支队战士梁健为了看清大屏幕，一直
倾斜着身子、伸长脖子努力观看，腰
酸时就挪动身子活动一下。“这些人
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人，用自己的言行
为我们书写着向善的力量。”梁健告
诉记者，自己尤其为韦汉忠班长感到
骄傲。

这场典礼，掌声阵阵，他们的善良
和担当，感人肺腑。

大屏幕里闪过文兵和文艺博父子
的点点滴滴：14年来，这对父子从求医
者变成志愿者，从一名下岗职工和“地
贫”患者成为我省宣传预防地贫志愿
者队伍里的“父子兵”。2014年6月，
当文艺博的生命走到终点时，文兵按
照儿子的遗愿，捐献儿子眼角膜让两
人重获光明。

“待到春去秋来，我会化茧成蝶”，

文兵永远记得这是他写给儿子的话，
拿起这座沉重的奖杯，文兵说：“此刻，
儿子就在这里，我会继续我们的宣传
预防工作，完成儿子的心愿。”

业内有规矩，捐赠器官者及家
属是不允许与受捐助者见面的。
但今天，家住文昌的王先生执意
要来到这里，他要亲手为文兵颁
下这座奖杯。

掌声，如潮的掌声。这掌声既送
给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父亲，也送给
文艺博这个伟大的孩子。

“一二一，一二一”，身着迷彩服，
踏着标准的正步，舞台上的曹烈珠恰
如一朵铿锵玫瑰。多年来，她和丈夫
吴忠灿坚守在三沙赵述岛，在那里升
起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便成为这面五
星红旗的守护人。

此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面五星
红旗，一场舞台上的升旗仪式开始
了。无需言语，全场观众默契地站起
身来，在曹烈珠熟练的指挥下，自觉地
加入进来。洪亮的国歌声响彻整个礼
堂，晚会气氛被推向高潮。

这场典礼，致敬频频，他们的力量
感动所有人。

今晚的盛典还评选出了7个“感
动海南”2014年度致敬奖，他们是：火

中救人无怨无悔的东方村民群体，恪
尽职守带病工作的民警林志武，捡到
15万元归还失主的好市民符东影，祖
孙三代看守无名烈士墓的符彪光一
家，周末在医院门口免费接送病人的
海口出租车爱心车队，不离不弃抚养
雇主弃婴的小保姆韩玉香，以及44年
坚守大山为百姓看病的黎族村医王
成瞩。

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法登上今
天的舞台，但海南会永远记住这一个
个温热的名字。

感动是一个滚烫的话题，也是一
股蓬勃的力量。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奖
杯，铭刻着一个个感动海南的人物名
字，更铭刻着海南的精神与风尚。

会场外，人们自发打起了“向感动
海南人物致敬”的横幅，纷纷围着感动
海南人物合影留念。来自海口市琼山
区环卫局的郑涛感慨道：“他们身份各
异，却都不约而同地向我们展示着真
善美，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他们为
榜样，时刻激励、鼓舞自己，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好本职工作。”

“还要多做好人好事。”一名10岁
大小的女孩冲记者伸出个“V”字手型，
天真纯朴地补充道。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因为他们，我们感知海南的温度
——“感动海南”2014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侧记

文兵（右）与获捐赠者拥抱。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王媛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投资超额完成1.3亿元，
这应考虑加分。但是美安的路灯绿化方案并未逐
条回应专家的意见，应减分。”1月8日下午，一场
特殊的考试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会议室进行，“主考
官”和“考生”就得分不时争论。这是高新区正在
进行的2014年百日奋战“期末考”。当天下午的

“主考官”是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朱东海，“考生”则
是高新区发展控股公司董事长焦任翔和高新区经
发局、规划建设局、园区管理局、党工办等单位，各
部门一个都没落下。

之所以有这场特殊考试，缘于去年下半年两场
强台风相继袭击海口，让高新区产业园区建设受重
创，全年工作目标的完成面临着极大压力。为此，高
新区提出“奋战一百天”，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实
行全员精细化管理，全面量化考核工作成绩。

“把工作成绩量化成考分，是考试的重要内
容。”高新区监察室负责人说，所有纳入考核目标的
事项都是关系到海口工业发展方向、关系到未来高
新区发展后劲的核心内容，每一项考分代表着各部
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根据重要性分别赋予不同的
分值。不管什么原因，完成了就给分，不完成就扣
分。“我们有个规定，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记满分，
反之不计分，就算完成99%也不行！”

与此同时，完成得特别好的项目还可以申请
加分。高新区发控公司建设的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是省、市重点项目，也是高新区目前最大的在建项
目，备受瞩目。发控公司拿出的加分亮点是：1月5
日前，美安园区的那内河三横桥提前实现功能性通
车，加5分，这是最高加分项。这项成绩得到了“考
官”的认可。然而，有奖励的也有被扣分的。正虹
科技没有按时开工，经发局被扣了2分。

在严格考核机制的推动下，海口高新区的业
绩去年不仅没有被两次强台风所拖累，反而略有
超过原定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海口国家
高新区全年共投入20亿元完善基础设施，其中，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投入16.3亿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108.7%。在“动真格”的倒逼下，去年高新区
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全区工业生产总
值同比上升了12.8%。

“2015年，高新区仍然要实行量化考核，每个
部门的工作目标都要科学制定，而且是要跳起来才
能摸得着。”朱东海说。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把工作成绩量化成考分，
完成的给分，不完成的扣分

海口高新区的期末考试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
董飞）今天，海航集团与微软中国在北京签署备忘
录，宣布双方展开全面战略合作，以世纪互联运营
的Windows Azure公有云平台和Office 365
云办公服务平台为基础，为海航集团及下属公司
打造面向云时代的IT架构和服务。通过携手微
软，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与本土运营相结合的
Windows Azure与Office 365，海航集团将引
领航空业IT创新，率先实现向云时代的高效业务
转型与升级。

海航集团携手微软
开拓航空业云创新

本报三亚1月15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刘义）记者今日从三亚市海事局了解到，为进一步
规范辖区游艇的安全管理，该局日前发布了《三亚
海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游艇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为《通知》），其中对游艇证件、航行
报备等方面做出了明细规定，并明确表示严禁游
艇从事经营性活动。

在航行及举办活动方面，游艇应严格按照《游
艇适航证书》所核定的航行水域、风浪等级和乘员
定额开航，严禁冒险航行。俱乐部和游艇管理公司
应做好游艇航行和进出港的动态记录；游艇严禁从
事经营性活动，境外游艇禁止进入非开放水域。

三亚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三亚辖区
游艇水上活动频繁，加之冬季大风加剧影响海况，
水上安全形势不容忽视，发布该《通知》旨在确保
游艇持证合法航行顺利开展，有效保障三亚游艇
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希望广大游艇俱乐部能严
格遵守，并及时监督举报违法违规行为。

发布游艇安全管理新规

三亚为游艇俱乐部
立家规

本报海口1月 15日讯 （记者许
春媚）今天，海口召开夏秋季航空
市场推介会，31家航空公司、7家旅
行社、4 家包机公司及相关涉旅单
位约 100 人参加。其中，与会的俄
罗斯皮卡斯旅行社相关负责人透
露，将于 3 月开通海口到俄罗斯的
直飞航线，预计全年能为海口输送
2万人次游客。

推介会上，前来参会的俄罗斯
皮卡斯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于今年 3月开通海口与俄罗斯的直
飞航线，每周 2个航班，每年 200 多
个航班，预计全年能为海口输送 2

万人次游客。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了提高海口境外游客
的占比，海口将用好航空政策，力争
今年开通 6 条以上境外直飞航线，
同时他还透露，海口至曼谷的直飞
航线将于本月底开通。

据了解，去年以来海口国际航空
市场发展非常迅猛，美兰机场迎来了
北风航空、UT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
外籍航空公司，开通了俄罗斯叶卡捷
琳堡、蒙古乌兰巴托、哈萨克斯坦阿拉
木图等地至海口的国际包机航线，开
辟了海口至首尔两条最为火热的韩国
旅游航线。

东方上调80岁以上老人
高龄补贴标准

本报八所1月15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曾
群飞）东方市民政部门日前将年满80周岁高龄老
人生活补贴由原来的每月100元提高至150元。
东方边防民警主动为高龄老人出具身份信息证
明，帮助沿海乡镇200余名80岁老人及时领到高
龄补贴。

据了解，从今年1月起，东方市民政部门调
高了年满80周岁高龄老人生活补贴，由原来的
每月100元生活补贴上涨至150元。因辖区8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多为留守老人，且部分老人因
身份信息问题未能及时申报领取高龄补贴，地处
东方市沿海乡镇的四更边防派出所民警主动作
为，自发利用走访时机为80岁以上老人送去了
身份信息证明，方便他们申领高龄生活补贴。截
至目前，四更边防派出所已为辖区246名高龄老
人送去了身份信息证明，据四更镇民政部门统
计，目前已有200名80岁以上老人成功申领了
高龄老人生活补贴。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段小申）今天下午，省纪委召
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
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王岐山同志
在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精神。会议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
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取得的明显成效，深刻分析了反腐败
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明确提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强调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
前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
为做好全年工作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抓
好部署落实，抓好学习贯彻，迅速把全会

精神传达贯彻到每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马勇霞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吃透中央精神，结
合海南省情，做好结合文章，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要认清新形势、新任务，适应新常
态，自觉增强对党忠诚，以身许党许国，报
党报国的坚定意识；要坚持高标准，做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表率；要坚持
毫不动摇地反对“四风”，惩治腐败；要认
真落实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思想作风、
能力素质和纪律约束的新要求，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省纪委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要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毫不动摇反“四风”惩腐败

省委书记罗保铭：

为凡人善举点赞 为草根英雄站台

“感动海南”2014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一版纵深·

■ 本报记者 周元

今晚8时，省委书记罗保铭准时入
坐省歌舞剧院“感动海南”2014十大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观众席，为这些温
暖琼岛的草根英雄、先进典型“站台”
喝彩。而在此前，他连续参加了两场
重要会议并一直忙到下午6时30分。

对于今天这场活动，罗保铭非常
重视，在他看来，党和政府要不惜笔墨
为凡人善举、美德义行点赞，要成为草
根英雄、先进典型的坚强后盾。

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在2011年10
月31日举行的全省文明大行动动员
大会上，刚刚就任省委书记三个多月
的罗保铭，在会上高度赞扬了英勇牺
牲的英雄保安伍思东，强调要大张旗
鼓地树立正面典型，让文明道德的力
量成为国际旅游岛的主旋律。从那时
开始，旗帜鲜明地褒奖美德义行、凡人
善举便成为罗保铭的特殊“偏好”。

舍己救人的临高牙医吕海鹰，公
交车上见义勇为的三亚士兵孙旭光，
勇斗窃贼献出生命的海口保安王才
发，东方市火中救人的英雄群体，拾金
不昧的拉面馆主马牙古拜和东方报刊
亭女店主符东影……一个个海南老百
姓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先后在第一时
间被罗保铭批示点赞，温暖琼岛。

不仅在报纸上批示点赞，在去年
大小会议上，罗保铭也常常把凡人善
举、平民英雄挂在嘴边。

1月21日，罗保铭在全省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媒体既要弘扬主
旋律，也要接地气，但弘扬主旋律不是
要喊口号，接地气不是要媚俗，是要报
道好人、好事，通过故事让群众感悟
真、善、美。

“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就
扶不起来了。”在2月26日召开的省委
政法工作会议上，罗保铭引用春晚的
经典台词，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

机关要第一时间鲜明亮出主持正义、
严惩邪恶的旗帜，对英雄的家属要抚
恤安慰，对坏人要依法严惩，宣传部门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让好人看到希
望，让想当好人的人越来越多，而不能
让人在做好事前犹豫，担心会被冤枉，
被敲竹杠，甚至让好人、英雄以及他们
的家属寒心。

3月17日，罗保铭在全省领导干
部大会上再次提及了马牙古拜的故
事，希望大家从中能看到海南要持续
吸引中外游客，单单有生态美还不够，
还得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有人性之美、
人文之美，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家园和
度假天堂。

8月15日，全省抗风救灾表彰大
会一结束，罗保铭拿着刊登抗风英雄
邓育军妻子利友香、符传道母亲符霞
事迹的报纸，亲切慰问了她们，并郑
重承诺，“有困难，党和政府会‘管到
底’！”走出会场后，他又当即拨通了

省民政厅负责人的电话，要求他马上
实地调研，制定帮扶措施，帮助8名

“海南抗风救灾英雄模范”的家属解
决治病、就业、老人赡养、子女抚养等
实际困难。

9月30日，彰显海南正能量的海
南好人、平民英雄、优秀基层工作者首
次成为海南省国庆招待会的座上宾。
罗保铭与这些“最美面孔”一一握手，
对他们的事迹如数家珍，仿佛老朋友
一样熟悉。对凡人善举的隆重礼遇，
让我们看到了省委、省政府大力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
明引导和树立社会正气的决心。

就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罗保
铭在省委六届七次全会上盘点了27
个近年琼岛涌现出的先进模范、平民
英雄——方盛虎、符传道、林道腾、吴
春忠、牛开成、马牙古拜……他希望各
级党委、政府要持之以恒弘扬社会正
气、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琼州

大地正义彰扬、人人尊法崇德。
一位省委书记为何在“凡人

善举”上如此浓墨重彩？
“海南经济上去了，社会文明也提

升了，而这正是海南不断增强的软实
力，也是我们倍感自信的国际旅游岛
的魅力所在。”罗保铭在省委六届七次
全会上的这句话，正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站出来，大张
旗鼓地褒奖、弘扬凡人善举、好人好
事，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抚恤英雄
家属，社会舆论也跟进点赞。种种举
措，让好人看到希望，让想当好人的人
越来越多，点滴汇集，终成大海。海南
政通人和，迎来清气上扬、浊气下降的
发展新境界。

沧海桑田，起源于微小的力量。
点赞凡人善举，经久不息，终将汇成温
暖社会的强大正能量！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海口俄罗斯直飞航线3月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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