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阳文健
欧阳文健，男，汉族，1994年 12月出生，湖南桂阳

人，2012年12月入伍，军衔下士，是临高边防支队特勤分
队战士。

2016年8月18日，台风“电母”来袭，临高告急，在洪
流中，11名人员被困。海南边防总队临高边防支队机动
中队战士紧急出动，涉水救人。22岁的欧阳文健冒着风
雨，走在救援队伍最前面。就在距离乡亲仅2米的地方，
他不幸被洪水冲走。乡亲们得救了，欧阳文健的生命却
从此定格。

忠心赤胆

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兵营中煅出的一块好钢。使
命拴在身上，一名真正的战士，和平年代也能找到方向。
风雨中的战场上，倒下的身躯仍然挺立，你把生命永远保
持在冲锋的姿态，向着人民，敬一个最忠诚的军礼。

人物名片

颁奖词

■主持人 站在这个舞台上，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
儿子说？
■欧阳文健的父亲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
我的儿子，选择了穿上军装，就是选择了为人民服
务、为人民牺牲。这是他无悔的选择，也是我们无
悔的选择。

■主持人 大家都叫您“南海姑娘”，您喜欢这个称
呼吗？
■罗九如 喜欢，我的愿望就是和这片大海一起回
到最初。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海洋生态环境已经得
到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正在修复，这就是让我感到
最高兴的事情。

■主持人 这么多年扛煤气罐，很辛苦，为什么不
把钱留下来，让自己过更富裕的生活呢？
■蔡松庭 我一天扛13个煤气罐，最多的时候能
挣150元，是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但我还是要把
钱捐出去，看到那些孩子因为家庭困难上不了学，
我心里很疼。

■主持人 是什么动力促使你们坚持8年做这样
的义诊？
■新加坡义诊团 能为家乡出一份力，感觉非常
好。我们希望后辈从我们回家乡做义工这件事上，
增强对家乡的认同。只要是海南人民需要，我们就
一定会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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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海南”
2016年度致敬奖

海南慈善惠民医疗团队

6年前，为切实解决海南省中部地区100多万贫
困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海南慈善惠民医院在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基础上挂牌成立。6年间，这
个医疗团队行车30多万公里，走过207个乡镇，成功
救助惠民病人2万多例。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医
者仁心的无限大爱，以及让贫困患者“病有所医”的信
念，支撑他们翻过中部山区的一座座高山，将爱心和
健康送到老百姓身边。

海口琼山飞鹰大队

2008年9月，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正式成立便
衣巡逻大队——飞鹰大队，为了遏制府城地区恶劣的
治安形势。自组建以来，先后有18名队员在抓捕嫌疑
人的过程中受伤入院治疗，但队员们的流汗、流血，换
回的是琼山区的安定，街头“两抢”案件从2008年的日
均发案20多起下降到2015年日均发案0.3起。

盘丽芬

盘丽芬，女，苗族，1974年5月出生，海口市龙华
区滨海街道盐灶社区居委会民政委员。

2005年，盘丽芬从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退伍后，
一直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盐灶一社区居委会工作。
2014年，盘丽芬患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手脚关节
畸形，但在超强台风“威马逊”防汛工作中，积极投入
灾后重建。在“双创”工作中，带病在一线开展各项工
作，肚子连续绞痛几天仍坚持在岗。经检查，盘丽芬
患上肠癌。她是一个坚守社区岗位10年的苗族女
子，一个“提着药瓶子上岗”的人，一个总是不在孩子
身边的母亲。

杨昌新

杨昌新，男，生前是儋州市国土稽查大队队长。
面对持刀棍的非法采砂者，他毫不畏惧：必须扣设备；
徒步进山控违，他说：哪段最难走，就让我走这段；当
企业遭居民投诉，他不是一关了之，而是帮企业另找
场地。2016年3月15日下午，正在办公室开会布置
第二天工作内容的杨昌新，突发身体不适，返回宿舍
取药时，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昏迷，被紧急送往海南西
部医院抢救。3月16日下午3时许，由于病情过重，
杨昌新不幸殉职，享年43岁。

赵长发

赵长发，1977年生，黑龙江省五常县人，从小家
境贫困，幼年丧亲，曾做小工为生，期间自学文化知
识。2016年8月7日下午，澄迈老城盈滨半岛正卷起
惊涛骇浪，赵长发奋力撑起皮划艇，怒吼着冲向暗涌
的深海，将4条生命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了陌
生人，他在滔天巨浪中两进两出，从人群中一跃而出，
又悄然回到人群中去，他是挺身而出的陌生人，他曾
经4次见义勇为救7人，他是来自黑龙江的童话作家
赵长发。对于他来说，奇迹涌现他笔下，也绽放在他
手中。

龙桂娟

龙桂娟，44岁，海口市遵谭镇人，13岁时，在甘蔗
作坊干活的她，由于意外，失去了一只手。从2004年
开始，龙桂娟开始加入多个义工团体参与志愿活动。
龙桂娟患有哮喘、子宫肌瘤等疾病，每月至少要花费
1000多元医药费。即使生活拮据，仍然以自己的努
力帮助他人。龙桂娟仅有一只手，可在过去十多年
中，她伸出救援之手帮助他人，以一手之力，全心投
入，参与志愿活动数百次之多。

郑健

郑健，67岁，海南海口人，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
镇环卫站退休工人。可以回城他不回，农村一呆47
年；每天都捡烂菜吃，自己养的鸡送敬老院；别人放假
他上班，宁交罚款也要干活，只付出不索取，只奉献不
计回报，这就是——“抠门”环卫工老郑，一名党员的

“三色”人生。他把鸡送给敬老院、谁有困难他帮助
谁，从橡胶研究所副所长到环卫工人，65岁的他仍坚
守在环卫一线。扎根农村47年，只付出不索取，只奉
献不计回报，因为他是一名党员，心中坚守信仰。

真情润琼州 德馨满天下

罗九如

罗九如，女，81岁，江西南昌人，国家海洋局淡水研
究所原研究员，现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顾问、三亚市关
工委委员。2002年，罗九如退休后来到三亚定居。这
位将毕生所学都投入到中国海洋事业中的老专家没有
停下脚步。14年来，罗九如始终奋斗在海洋保护工作的
一线，跟随志愿者在沙滩上拾起垃圾，走近渔民群众，劝
导一同保护海洋环境，亲自撰写珊瑚保护建议、参与联
合国红树林保护专项工程，发起并着手于三亚海鸥召回
计划。

和谐共生

巍巍青山，寸土必护；泱泱之水，守我清流。将生命
的余热，挥洒于南疆的碧波，你为大海诺了一个深情的
愿：沙鸥归翔处，乡愁入梦来。双鬓鹤发，初心不改，你带
我们看见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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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庭
蔡松庭，男，76岁，万宁市北坡镇保定村人，目前居

住于万宁市区老街，五保户，以送煤气为业。蔡松庭送一
罐煤气仅挣得10来元钱。一罐煤气肩扛手提，足有60
斤重。他省吃俭用，一日三餐是咸鸭蛋配青菜，一件衬衣
穿了七八年，对困难学生却出手大方，面对困难人群，也
是毫不犹豫伸出援手。2016年夏天，他从《南国都市报》
上得知海口龙塘镇高考考生杜丽娇因家庭贫困无法上
学，蔡松庭根据报纸上的账号，分两次给杜丽娇汇去
10000元捐款。

善小德大

三轮车、煤气瓶，风烛残年，栉风沐雨。扛起生活的
苦难，更扛起千金的诺言。一介布衣，济世情怀，高贵的
心灵，不畏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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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超
李国超，男，60岁，定安县公安局退休民警。他创办

了定安县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是定安残疾人的“大
家长”。自从10年前创立定安县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
心，李国超历经坎坷，甚至从热爱的公安岗位上提前退
休。他用自家房子抵押贷款，中途没钱，他铺塑料布当屋
顶硬撑了半年；他养猪、养鸭、办报亭，想方设法筹集资金
维持康复中心运转；他将卖槟榔地所得的钱全投入扶贫
基地，却没钱给小儿子付房子首付。如今，李国超用10
年坚持，搭建起了一个家——一个智障残疾人的家，进而
也踏上了一条扶残助残的“阳光大道”。

毅守初心

助残、救心、树人，千金散尽铺就一条新生的阳光大
道。勇敢地点亮别人，快乐地燃烧自己。你在荆棘中放
下一粒种，他们便在骄阳中收获一片天。他们的每一步
跨越，都是你人生远征的徽章。

■主持人 这么多年，您帮过多少残疾人？
■李国超 我帮过的残疾人，已经数不清了。未来
我还会继续努力，永远奔走在帮助残疾人康复的路
上，帮助他们走出阴影、走向社会。我有信心能够
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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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盛白
王盛白，男，45岁，临高县波莲镇冰廉村人。他曾经是一

名货车司机。2008年，当事业小有成就的王盛白得知双亲接
连因脑血栓瘫痪后，他来不及收拾衣物，当天从海口返回临高
波莲老家。到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赶紧为父母做饭，揉着他
们无法动弹的双腿。这一揉，便是8年。身为长途货车司机
的他，当时最高月工资可达万元，足够为父母请个保姆，他却
不愿意。在他看来，那不是“孝”。为伺候重病父母，王盛白的
家庭因此返贫，孩子们也被迫早早出来打工。王盛白不后悔，
孩子们也逐渐理解：“我不怨爸爸，他做了一个好榜样。”用8
年时间写下的“孝”字，他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家风。

孝思不匮

不做远行亏欠的游子，要做回家担当的孝儿。逆驰的
车轮，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一贫如洗的庭院，流淌着天
伦之暖，不愿放开父母的手，只因这一世的儿子还未做够。
千年德行，无言坚守，你用人间至孝，写出另一种成功。

■主持人 为什么要辞掉这么好的工作回来照顾
父母？
■王盛白 照顾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虽然
因为辞掉工作，日子没有以前宽裕了，可我的妻儿
都没有怨言。二老已经相继过世，但是儿子已经尽
到了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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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义诊团
新加坡海南会馆义诊活动，是由新加坡海南会馆

组织新加坡中央医院和唇腭裂治疗机构知名医疗专
家，每年赴海南开展为期8天的义诊。8年来，他们接
诊贫困唇腭裂患者 800 多人次，成功实施整形手术
200多例。对于一些贫困家庭，他们甚至捐款，带着孩
子们到新加坡去接受最好的手术。在义诊团的推动
下，澄迈成立了“唇腭裂整形中心”，相关的唇腭裂患者
救助基金会也由此成立。新加坡义诊团始终致力于将

“微笑工程”能从澄迈蔓延到更广阔的地方，让更多唇
腭裂患者获得治疗。

仁爱八方

海路万里，隔不断华夏血脉；身居异乡，改不了浓浓
乡音。你们远道而来，针飞线舞间，修补了破碎的心，换
来最灿烂的笑容。世间一切，都抵不过这一张张笑脸，这
是医者仁心，最美的礼赞，也是海外赤子，最深的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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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南
马海南，男，63岁，广东惠州人，注册会计师，解放

海南岛战役战士后人，于解放海南岛战役后，在海南文
昌出生，故得名马海南。血管里流淌着革命先辈的执
着，为给那段历史写下最鲜活的注脚，在过去的9年时
间里，马海南忍受家人的不理解，放弃注册会计师的优
厚待遇，坚持做一件事：找到解放海南战役的亲历者，倾
听、记录解放海南战役烽火路上的历史细节，追寻激荡
在海风中的琼崖魂。

诚心正意

悠悠海峡，箐箐我心。不能经历炮火的洗礼，那就刻
下英烈的姓名。海南，海南！你的名字即是你的故里。
追寻父辈的战斗，执着不能忘却的历史，只因那渐落尘埃
的灯塔，仍在照亮前行的征程。

■主持人 您不是海南人，却叫做马海南，为什么？
■马海南 我叫马海南，是因为父亲和战友们想纪
念解放海南岛这段历史。如今老战士们年岁已高，
为了传承他们的精神，我正在跟时间赛跑、跟生命
赛跑，一刻都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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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虎
王小虎，男，13岁，祖籍安徽阜阳，海口灵山中学初

二（435）班班长，2016年海口市“美德少年”。每天清晨，
王小虎起床洗漱后，一定会来到同桌冯贻崇的宿舍。冯
贻崇患有小儿麻痹症，无法独立行走。王小虎小心翼翼
地把他从床上搀扶起来，走到洗手池边，等冯贻崇洗漱完
后，“来，上马！”王小虎蹲下，把冯贻崇背上，一步一步从
宿舍走向教室。这是王小虎每天必做的功课，从6年级
至今已坚持3年。3年风雨无阻，3年助人为乐。对于冯
贻崇来说，王小虎就是他的双腿，助他走出童年的阴影。

义重情深

背上担着友谊，真情可抵千斤。你用一个人的双腿，
走出两个人的上学路，让坚强的花朵，盛开在共同的花
季。你将成长赋予一句承诺，让我们看到了幼小的担当
和古老的道义，看到了一代人阳光般灿烂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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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背同学，累不累，有没有收获？
■王小虎 说实话，有点累。特别是下雨天，路很
不好走，每次都是我背着他，他打着伞，我们互相帮
助。班里同学都鼓励我、支持我。虽然累，但我收
获了一个好朋友，很值得。

周伟民、唐玲玲

周伟民，男，84岁，广东人，海南大学退休教授，古典文
献学专家；唐玲玲，女，82岁，广东人，海南大学退休教授。
1989年，海南建省初期，两人被聘为专家来琼，1990年开始
研究《更路簿》，历经6年完成《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
簿”文化诠释》。从1989年开始，两位老专家致力于记录黎
族文化，著述海南通史，研究《更路簿》解读南海“天书”，足迹
遍全岛。即使退休之后，行动不便，他们仍然带领团队走进
老渔民家里做田野调查。对工作一丝不苟，对生活，他们
却从不讲究，还穿着破旧掉线的衣服。他们对《更路簿》的
研究，成功佐证南海是我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

智圆行方

知识在你们生命里，最重；名利在你们的心中，最轻。
一张安静的书桌，两颗炙热的报国心，二十八年修史路，洋
洋百万南海书。高山凌云书生志，鞠躬尽瘁赤子情。你们
用最质朴的智慧告诉世界：这是我的国，这是我的家。

■主持人 两位教授年纪都很大了，有没有退休、
休息的计划？
■周伟民、唐玲玲 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休息
过。作为有5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身上的责任推
动我们要继续工作。海南很多文化需要挖掘，我们
要精益求精尽量做好，让海南文化能够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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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琪
陈清琪，男，54岁，海口市管道养护所秀英队队长，海口

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食道癌晚期
患者。19年前从部队退伍之后，陈清琪一直在和城市的下
水管道打交道。工作是他的主心骨，他全身心都扑在工作
上，风雨无阻。8年前，陈清琪被诊断患上食道癌，却不能阻
止他继续工作。如今，他带着抗癌药物上班，跟年轻小伙子
一样工作，癌痛发作了蹲在路边休息一下，吃下一片药丸，
稍微恢复一些就继续接着干。2016年“五一”劳动节，陈清
琪作为海南省劳模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坚于职守

不屈服命运的强权，是人生来的高贵。将高贵的品性，
带进不见光的泥泞。在这里，你的良心，便是城市的良心，
你的决心，便是这座城市向善向美的决心。让命运的蔷薇
怒放，车水马龙的街道之下，生命在此写出顽强的篇章。

人物名片

颁奖词

■主持人 听说您还在上班，身体怎么样，还要坚
持吗？
■陈清琪 身体杠杠的，我还要坚持下去。身先士
卒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
员，在这方面应该走在最前面。当好大国小工匠，
干好这份良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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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民、唐玲玲 欧阳文健的父亲 新加坡义诊团 罗九如 蔡松庭

陈清琪 王盛白 马海南 李国超 王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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