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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五指山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王国军）金秋九月，天高气爽。今天上午，五指
山市南圣镇中心学校校园内响起欢快的音乐，全
校师生集中在操场参加“爱心书包送真情”爱心企
业捐赠仪式。

在捐赠仪式上，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向全校捐赠了总价值近6万元的600
套爱心书包、文具，五指山宏兴实业有限公司（宏
兴车城）向该校6名贫困学生每人资助500元，当
孩子们接过爱心书包时露出了快乐笑容，在捐赠
仪式上南圣中心学校的学生和宏兴实业有限公司
的员工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两家爱心企业还向南圣镇什轮教学点捐赠了
爱心书包。

据悉，此次捐赠活动由五指山市工商联、团
市委牵头发起，两家爱心企业向山区儿童亲情
奉献。

据介绍，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自2014年开展“爱心书包送真情”爱心助学
活动，已惠及百所学校，10余万贫困小学生，今年
该公司计划扩大“爱心书包”覆盖面，将惠及260
个县市，捐赠40万个爱心书包。

情系山区儿童
捐赠爱心书包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
者佘正斌 王月）今天上午，在武警海口市支队会
议大厅里，官兵们踊跃地将善款放进“武警春蕾
计划”的捐款箱，支持失学儿童再返校园。截至
目前，武警海南省总队共筹集爱心助学善款26
万余元。

捐款现场，官兵们纷纷慷慨解囊，为“武警春
蕾计划”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记者在现场注意
到，武警海口市支队二中队列兵张剑将自己本月
的津贴全部放入了捐款箱。当问及为何要这样做
时，他笑着告诉记者：“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帮助家
境贫困的学生重返校园，点燃希望，这是军人应该
做的。”

据了解，“武警春蕾计划”活动已开展多年，
武警部队积极支持该计划，先后捐资近千万元，
创办了100多个“春蕾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
童上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40%。各部队还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扶贫助学活动，先后援建“希
望小学”、“爱民小学”300多所，如武警海南省总
队捐资修建的“五指山市武警春蕾希望小学”让
500多名孤儿、特困生、残疾儿童走进了校园，圆
了求学梦。

“武警春蕾计划”
助失学儿童返校园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洪宝
光）海南残友（海南大德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入驻海南5年来，带动了海南400
多名残疾人就业，被誉为“海南最美残疾
人群体”。

“能有这份工作，得感谢海南残友给
我这个机会。”今天上午，在澄迈县老城
开发区海南残友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
的叶东海忙着网页设计说。出生在文昌
市铺前镇谈文村的叶东海是一名残疾
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用上电脑，而且
还能靠电脑养活自己。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有
机会接触到了海南残友，并学习电脑知
识，学会了网页设计，从此走上了IT之
路。除了学会一身本领外，还留在海南
残友工作。

2010年9月，8位残友跨过海峡来
到海南，白手起家，成立了海南残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五周年以来，
从最初的8人发展壮大到80多人，目前
年产值达到千万元。公司还开设了培训
班，免费为海南400多位残疾人提供了
培训服务，就业率达到90%。据悉，海
南残友向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捐出400
万元后，还将帮助解决多名海南残疾人
的工作问题，实现残疾人“家中”就业。

目前，海南残友上级单位深圳残友
已经和淘宝签订“百城万人重残残疾人
就业计划”，将对残疾人开放客服软件端
口，从事网店客服工作，实现残疾人“家
中”就业。深圳残友决定把第一期1000
人就业计划，全部安排在海南。

深圳市残友集团董事长郑卫宁表
示，海南残友是深圳市残友集团37家分
公司中发展最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
好的公司，今后将培训和带动更多残友
就业。

海南残友成立5周年

5年解决400多名
残疾人就业

本报海口 9月 7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文智）今天上午，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捐
款数额最大、受资助学生最多的专项助学基金
——“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助学金在海口举行
发放仪式，我省 600 名贫困大学生将从中受
益。

为了支持全国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开展“圆
梦行动”，今年7月，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在清华大学向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捐赠 1 亿元人民币，并联合全国 32 个
省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共同推出“国酒茅台·
国之栋梁——2015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大型公
益活动”。

在这次大型公益活动中，我省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获捐款300万元，可安排资助贫困学生600
名。据统计，四年来，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
累计获得茅台集团捐款1150万元，为2300名贫
困学生圆大学梦。

仪式上，团省委向茅台集团代表颁发了
“2015年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特别贡献奖”荣
誉牌匾和捐赠证书。

茅台集团300万
资助我省600名学子
获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特别贡献奖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刘建明

挥汗如雨，勤于劳作。今天上午，记
者在海南橡胶集团西培分公司培光队的
一处橡胶园见到邓小花时，她正在为橡
胶林除草和施肥，衣服上沾满泥土。

生于1980年的邓小花，家里有年迈
的父亲、一度脑中风的母亲、自小弱智的
哥哥、尚未成年的儿子。然而，她硬是用
纤弱的肩膀撑起困窘的五口之家，并成
为海南橡胶集团内的劳动能手。

今年6月，邓小花被授予“海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

耀眼奖章的背后，是不懈的坚守、
默默的付出、拳拳的热忱。

责任使然：
她回到了风雨飘摇的家

邓小花祖籍四川巴中。1970年，父

亲来到儋县当胶工。1980年，邓小花在
儋县出生。由于家庭并不宽裕，1996年
7月，初中毕业的邓小花主动提出不再
上学，噙着泪水离家到广东东莞打工。

2003年春季，婚后不久的邓小花
正沉浸在幸福之中，但母亲因病突然半
身不遂，脑瘫的哥哥也需要人照顾。邓
小花毅然回到了风雨飘摇的家。

2004年，尽管儿子出生后带来莫
大的喜悦，但邓小花的家境更加困窘。

“产后5个多月，正好遇上海南橡胶开
割树长期承包经营试点改革，通过公开
竞标，我承包到825株橡胶树。”邓小花
说，“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不走了。”

胆识过人：
凌晨2时割胶的“女汉子”

根据技术要求，凌晨割胶会使出胶
质量更有保障。

遮天蔽日的橡胶林，在白天进去也
只有斑驳的光影，凌晨割胶更是伸手不
见五指。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环境，
邓小花已坚守了整整11年。

“第一次走进橡胶园割胶，那是没
有月亮和星星的凌晨，黑暗里我很害
怕，但还是咬着牙关、硬着头皮来到橡
胶树下。”邓小花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
慨不已。她凭着帽子上安装的胶灯发
出的光亮，终于正式开工了！

从此，每天凌晨两点钟邓小花就起
床割胶，清晨6点多钟回去为全家做早
餐，早上8点钟再进胶林收胶。

苦练技术：
她是橡胶管养割的“标杆”

海南橡胶集团西培分公司西培片
区第一作业区主任符增奇说，邓小花在
割胶生产中注重摸索产胶规律，保持胶
树排胶时间的有效平衡，减少死皮量。
2014年，尽管受到寒害和强台风的影
响，但她仍然完成了干胶生产任务。

除了在割胶方面技术过硬，邓小花

在施肥、锄草等管理和养护方面也精心
到位。走进她承包的橡胶林，许多以往
已割橡胶树的创口愈合度很好，有的树
甚至看不出来曾经开割过。

“邓小花爱岗敬业，是我们片区的
一根标杆。”海南橡胶集团西培分公司
西培片区党总支书记王强告诉记者。

王强介绍，2013年“七一”前夕，海
胶西培分公司党委根据邓小花的表现
和本人的意愿，吸收她为中共正式党
员；2014年2月，她被省农垦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授予2013年“百名优秀员工”
称号；2014年5月，她被共青团海南省
委授予“海南省五四青年奖章”。2015
年1月，她被海南橡胶集团公司党委、
工会授予“最美海胶人”称号。2015年
6月，邓小花被省总工会授予“海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

面对荣誉，邓小花谦虚地认为只
代表过去。面对未来，她表示：“要继
续努力，就像持续产胶的橡胶树一样
高高挺立、默默奉献，争取作出更大的
成绩！”

（本报那大9月7日电）

邓小花精于橡胶管养割，11年风雨无阻——

“要像橡胶树一样默默奉献”
楷模楷模新时代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曹健 邓海宁
通讯员 郭辉

昔日开裂、坑坑洼洼的金盘路，如今
新铺装了沥青油黑发亮，平坦宽敞。今
天，整修一新的海口金盘路机动车道正
式通车，比预计耗时提前30%。金盘路
全长1500米，8月17日金盘路机动车道
封闭施工以来，市政维修工人发扬“四种
精神”，顶着烈日连续加班加点工作，路
面维修比原计划提前9天完成实现通
车，而原定需要30天。

这是自7月31日海口召开“双创”
动员大会以来，海口各级各部门体现出
来的更快更好工作速度的具体体现。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这
是海口人孜孜以求的城市梦想。海口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知，双创的脚步，映
射着城市发展与百姓福祉的深度融合，
只有全民携手同行，才能共赴文明卫生
之约。因此，海口不仅要打造双创速度，
更要打造政府的惠民速度。今天，在这
种真心惠民的诚意感召下，越来越多的
海口市民知晓、理解和积极融入双创事
业中。

惠民是双创第一任务

金盘路维修速度不是特例。8月
16日，长流镇人流最大的道路长康路
改造示范街破土动工，将从根本上解决
街道污水排放缺失、人行道缺失、绿化
缺失、街灯缺失等问题，并实现整条街
道光纤入户。这是8月3日海口双创指
挥部提出的先期拨付4亿元进行背街
小巷升级改造工作的一部分。截至今
天，4个区背街小巷、市政道路已改造
完成56条，正在改造55条，距8月3日
仅过了35天。

双创，惠民是第一任务。省委常委、
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在动员大会上指
出，要把“惠民”作为双创的重要理念，切
实使“双创”工作成为聚民心、增民力的
过程。

双创，如润物无声的春雨，快速催开
一朵朵“双创惠民之花”：交通秩序整治、
农贸市场整治、小区卫生清理、夜市排档
整治……

仅仅1个多月前，电动车违规行驶
乱象频频。海口严格按照“八不准”的
要求，集中警力连续近半个月整治，收效
明显。机动车行驶更畅通了，电动车行
驶更安全了，市民纷纷点赞。

仅仅1个多月前，马路市场占道经
营屡见不鲜，大街上、小巷里，乱摆的摊

点、乱搭的雨棚、乱扔的垃圾，加上鼎沸
的人声、堵车的鸣笛声、扑鼻的各种臭
味，令过往市民怨声载道。海口区域集
中整治，分片包干管理，坚决遏制无序占
道经营；拆除乱搭乱建，取缔占道马路市
场。如今，“脏乱差”的府城中介路、龙华
解放西路、秀华路、海甸二西路等环境面
貌大为改观。

从加强环境整治到强化交通秩序，
从净化社会环境到投入基础建设，无不
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数亿
元资金投入，无不体现了政府双创为民
的情怀；一系列城市变化，无不见证了海
口双创惠民的初衷。双创，让市民更多
地享受到城市建设的红利。

连日来，海口市政工程维修公司工

人持续发扬“四种精神”，对270条市政
道路路面、路灯及人行道设施分段进行
维修，短短1个月，该公司养护责任内的
道路、路灯、人行道等市政设施就迅速发
生了可喜的变化，不少市民外出惊喜地
发现“路平了，灯亮了”。

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双创

一桩桩得民心、顺民意的工作铺展
开来，使“双创”工作成为一件顺民意、得
民心、惠民生的幸福工程。面对自己生
活的城市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人们疑
惑的眼神少了，迟疑的态度变了，不敢相
信的表情没了。一系列“双创”活动开始
由点及面地向各地区、各行业辐射，全市

“双创”氛围开始日渐浓厚。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了双

创工作中。
8月31日，31所省属院校联动，誓

师参加海口“双创”。9月1日，我省中小
学开学之际，市长倪强向全市中小学生
发了一封信，号召广大中小学生争当双
创“小使者”。在十一小放学后，该校的
学生身着统一校服，排着队，井然有序地
离开校园。六年级（8）班的罗静文同学
高兴地说：“双创真好，六年来今天过马
路最安全！”

“车竟然停下来让我们了，这在以前
是比较难看到的。”9月2日中午，在海口
市白龙南路琼苑宾馆门口的一处斑马线
旁，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和私家车在途经
斑马线时主动停车让行人通过，这一幕
让市民张女士发出“海口双创后变化明
显”的感慨，而以往经过这个没有红绿灯
的斑马线时都会“提心吊胆”。

晚上，在海口市白沙门公园，悠扬的
舞曲在广场回旋，2000多位大妈吸引了
市民的目光，她们粉红上衣前面标识着

“美兰双创宣传队”，跳上了一支支特意
编的“双创”舞，成为海口一道靓丽风景
线，而这已经持续好多天了。

下至幼儿园小朋友，上至耄耋老人，
海口双创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全
体市民都是城市文明创建活动的积极参
与者和实践者，既是大考的答卷人又是
评判员。

如今，海口全城越来越深地融入
了双创模式，在双创惠民速度的感召
下，每一个社区，都是双创的前线；每
一位市民，都是双创的主角。不论是
市民还是游客，人人都是双创的参与
者、实践者。海口双创，全民参与，正
当其时！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召开“双创”动员大会1个多月来，海口市民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开
始理解支持“双创”，进而积极参与“双创”——

惠民“双创”广纳市民融入

本报营根9月7日电 （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彭智辉）2013年以来，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充分利用农村闲置校
舍和村级文化活动室等村域内闲置房
屋，统一规划，通过维修改造，打造了一
批农村幸福院，使农村老年人晚年“生

活幸福指数”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近日，记者来到琼中县营根镇的朝

参村看到，原来废弃的文化室经过简单
的维修改造已经打造成设备齐全的幸
福院，村里的老人们都会结伴过来看电
视、使用健身器材，或者在外面的大树

下下象棋、打牌。朝参村60岁以上的
老人有36个，如今农村幸福院已经成
为了朝参村老人们的好去处，村里的其
他群众也大赞农村幸福院。

村民王其然说，我们有时候去打工，
老人们一起到幸福院这里活动，我们做

子女的也非常放心，因为离家非常近。
据了解，2013年以来，琼中县政府

已投入资金192万元，打造了朝参村等
39个农村幸福院，其中，有10间已建成
并投入使用，其余29间将在2015年年
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除了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的建设，
琼中县还将扩大居家养老服务的范围，
下一步将覆盖至10个乡镇的乡镇墟
上。目前，琼中在建设当中的有养老中
心、福利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建成后将
有效完善琼中的农村养老体系。

提升农村老人幸福指数

琼中建设39个农村幸福院

关注海口“双创”

一些摄影家在海口石山镇荣堂村的七十二溶洞采风、拍
摄。

9月5日，受中国摄影家协会邀请，来自福建、浙江、四川
等六个省市的数十位摄影家扛着“长枪短炮”转战于海口市
石山镇的美丽乡村，他们被美社村的石墙石院、荣堂村的七
十二溶洞、三卿村的超级大榕树深深吸引，对大自然赋予海
口的魅力赞不绝口、拍个不停。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本报临城9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吴孝俊 通讯员翁滔 陈小君）记者今天从临高
县政府获悉，在今年“温情计生·金秋助学”活动
中，临高共出资23万余元，奖励资助了16名考取
大学的贫困计生家庭子女。

此前，临高县人口计生委通过调查、实地走
访、公开公示等程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选定林小弟等16名符合资助条件的对象。发
放奖励金金额232000元，其中考取一本院校10
名，每年奖励4000元；二本院校6名，每年奖励
3000元，均连续奖励4年。

临高县人口计生委主任李赛美表示，“温
情计生·金秋助学”是一项体现温情爱心、温
暖民心的善举，目的是一方面给学子送去温
暖，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另一方面也是对遵
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家庭的一种奖
励，此举不仅能助推计生家庭子女圆梦大学，
而且在全社会弘扬了奉献爱心、扶危济困的
良好风尚。

据悉，此外，临高对农村独生子女、二女结扎
家庭子女、特困计生家庭子女的助学奖励已连续
发放6年，累计奖励金额达到1428000元，受益学
子86人。

临高23万余元
奖励贫困大学生

本报洋浦9月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王军）今天，洋浦62名干部前往上
海交通大学，参加干部综合素质提升班
学习，这是洋浦派出的第二批“充电者”。

8月23日至9月6日，洋浦派出第
一批干部共60人。

据了解，洋浦经济开发区与上海交
通大学合作，量身定做了专门课程，主要
包括：经济新常态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分析、“一带一路”与中国大战略、把握开
发区产业经济创新发展新机遇、政府公
共服务创新、“互联网+”、网络舆情热点
研判和网络舆情管理等内容。

洋浦120余名干部
上海交大“充电”

海口金盘路机动车道完工提前通车。本报记者 古月 摄

爱心助学

六省市摄影家
记录石山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