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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坡镇冯坡村村民黄宏昌：

助人为乐不计回报
“雷锋三公”传美名

文昌市冯坡镇冯坡村83岁老人黄宏昌
多年来热心帮助别人，总是在别人困难时伸
出援手而不求回报，心地善良的他被大家尊
称“雷锋三公”。黄宏昌在家中兄弟姐妹中排
行第三，小时候的贫困，让黄宏昌懂得生活的
不易，大家的互相帮助，更让黄宏昌感受到温
暖。正是因为吃过苦，所以看到别人吃苦，黄
宏昌就想帮助他们。

1978年，生活越来越好的黄宏昌在冯坡
镇开了一家食店，卖些茶水、副食品。镇上一
些孤寡老人、困难孩子都得到黄宏昌的帮助，
他经常送些食品给他们，年关将至，他总是竭
尽所能给他们送点米、送点肉。冯坡镇下村仔
村的杨日山一家人因巨额医药费陷入困境，
黄宏昌听说后，揣着1万元给他们送了过
去。但为了省几块钱的三轮车费，80多岁高
龄的黄宏昌是走过去的。冯坡村委会60多
岁的村民黄远东，两儿子都有精神方面的疾
病难以工作，全家靠他一个人种胡椒维持生
计，黄宏昌给他送去1.6万元。

黄宏昌与村干部商量如何帮助贫困户脱
贫致富，给每家贫困户购买50株泰国精品椰
子苗，并每户借助2万元用于购买牛羊。黄
宏昌对有需要的人慷慨，但自己的生活却显
得非常“小气”。他和老伴住在木工店里，房
间就只有两张床、一个柜子，做饭还是烧柴，
房里的空调还是儿子多次要求才安上的。

点评：八旬老人学“雷锋”，助人为乐，不
计回报，为老而尊之典范！

本版策划/文图 其月

文昌，华侨之乡，也是文化之乡。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默默奋斗在文

昌这片热土上，用行动感染和感动身边
每一个人。他们的事迹，值得每一个人
称颂。

经过3个多月时间的征集和评选，
近日，2017年首届“感动文昌”十大年度
人物评选结果正式出炉。

从2017年3月启动以来，历时3个
多月时间，“感动文昌”十大年度人物
评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征
集到社会各阶层近100名个人或集体
的先进事迹。经活动组委会评定，确
定了黄德乐、韩文英、郑心伶等 20名
先进个人（组织）为活动的候选人，接
受社会投票。投票共设置网页、客户

端、微信等三种线上投票方式，时间从
6 月 6 日至 6 月 12 日，历时 7 天。目
前，线上投票已经圆满结束，截至6月
12 日 17 时投票结束，共收到 266943
张投票。

6月22日上午，结合投票情况，经过
专家初评、终评，最终评选出10名先进
个人为2017年首届“感动文昌”十大人

物。他们是：为村民谋福利、离任时村民
联名挽留扎根基层的黄德乐；31年以光
荣院为家、敬老爱幼结爱心的韩文英；从
武汉到文昌、为群众看大病不出县的博
导医生刘正湘；一心做椰子、致富不忘回
报乡亲的爱心企业家黄春光；不辞辛
劳 、因公殉职年仅38岁的基层好干部
许钟胜；为无声世界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辛勤耕耘的特教教师符致明；心系故
乡、绘蓝图带村民走致富路的乡贤韩仲
元；把婆婆当成母亲照顾 、二嫂就是姐
姐的好媳妇冯益华；为公益无私付出 、
救助生命的志愿者张宗飞；助人为乐、不
计回报的老党员黄宏昌。

同时，组委会还评选出符传道、吴
敬、周湘虎为此次活动的特别奖，李珂、

郑心伶、周萍、符史云、黄彩虹、文昌女童
保护组织、黎迎为提名奖。

本次活动由文昌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主办，南海网、文昌广播电视台、侨
乡文昌报承办。

评选活动颁奖晚会将于2017年 7
月7日举行，届时将为最终评选出的首
届“感动文昌”十大年度人物颁奖。

从心发现 德耀侨乡

首届“感动文昌”十大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出炉

十大人物事迹

文教镇加美村第一书记黄德乐：

扎根农村为民谋利
村民联名挽留他

黄德乐是文昌市商务局的一名普通干
部，2015年7月份被组织安排到文昌市文教
镇加美村担任第一书记。刚到加美村，黄德
乐就被村内的杂乱、落后的环境震撼了。黄
德乐用了一个多星期在村子走访，挨家挨户
跟村民聊天，跟村干部们开会，共同分析村子
贫困的原因。并对村民做出承诺：“要让村路
宽起来、村容村貌美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

有了承诺，黄德乐平均每个月要在村子
和村民同吃同住20多天，带领村“两委”班
子成员一起努力，为村子发展谋思路。曾经
有村民以为黄德乐只是来作秀的，还曾经对
他吼道“我的地你不准碰”，现在这位村民经
常对他说“我的地你随便用”。还有的村民
看到黄德乐在村子忙活时，爬上椰子树给他
摘椰子。

黄德乐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到任期，加
美村实现脱贫完成率 100%，村民们集体
联名向组织申请，希望他能继续留下
来。如今加美村村内建起了 8 公里长、
3.5 米宽标准的水泥路，村民们再也不用
走土路。基础设施、农业田地等都有了翻
天覆地改变。

点评：撸起袖子做事，真心实意为老百姓
谋福利，不愧是党员干部先锋模范。

文昌市光荣院院长韩文英：

31年如一日以院为家
为“大家”献大爱

1986年，18岁的韩文英来到文昌市光荣
院工作，成为当时光荣院4名护工中的唯一
一名女性，一干就是31年。

31个年头，韩文英把人生最好的时光奉献给
孤老伤残军人、孤寡老人、弃婴孤儿，她既是老人
们的“女儿”，又是弃婴孤儿们的“妈妈”，她用自己
的爱心、真诚让老人和孩子们健康、快乐地生活。

31年来，在韩文英和同事们的细心照顾
下，先后有150多名老人在光荣院安度晚年，
其中年龄最大的100岁，最小的也有78岁。
目前有16名老人在光荣院安度晚年。

在照顾好老人的同时，韩文英在孤儿弃
婴身上倾注更多的心血，让孤儿弃婴在“母
爱”的呵护下成长，她陪着脑瘫、智力有障碍
的孩子们玩游戏，抱着弃婴喂水喂饭。光荣
院自建院以来，前后收养了100多个弃婴和
孤儿，那些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回院看望时，还
是亲切地管她叫“英妈”。

对光荣院里的老人、儿童细心，但韩文英
却对家人粗心。31年里，韩文英没有一个春
节是和家人团聚，为照顾生病的老人而无暇
顾及儿子的高考，自己的父母生病被送到医
院后，她才“后知后觉”地赶到医院看望。

点评：为了光荣院，她付出最好的年华，
无暇照顾家人，这种大爱值得每个人尊敬！

同济文昌医院院长刘正湘：

为了群众看大病不出县
退休博导再奉献“青春”

今年已经65岁的刘正湘，是国家二级教
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武汉同济医院名医
科学家、博士生导师。本来已经“功成名就”
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他却放弃了大城市优
越的生活，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小县城。
2014年11月，他受聘担任同济文昌医院院
长，肩负提升该医院医疗水平的重担！通过
他三年的努力，让该医院医疗水平往前迈了
一个大台阶。

目前，从同济文昌医院同期转诊省城医
院的病人减少51%，医院陆续开展68项医疗
新业务、新技术。现在不仅仅是文昌患者回
流，海口的一些患者也慕名而来，甚至省外的
患者也来文昌治病。2016年6月28日，同济
文昌医院正式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火箭发射试验队的保障医院，这是对同济文
昌医院近年来取得成就最好的肯定。

这些年来，刘正湘的忙碌不仅是管理方面，
他经常带领医护人员，到文昌偏远的地区给群
众看病。也有人劝他“年龄不小了，悠着点”。但
他回答：“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享受，而是给当地造
福；我还能跑，对于工作我依然是青年人，我要把

‘青春’奉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点评：功成名就，本该安享晚年，却再次

“青春”起来，是时代的楷模！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黄春光：

借来“春光”献百姓
1996年，黄春光以仅有的3万元创办了海

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至2016年，短短的20
年，他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椰子类食品龙
头企业，拥有3000多员工，9大系列200多个
品种，年产量超万吨，产品出口英国、美国等国
家及香港、澳门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春光”
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随着公司规模越做越大，黄春光想尽自
己所能，为当地百姓做点事。20年来，黄春光
招收了一批批来自贫困家庭的员工。2015
年，由春光食品全资投资1.8亿元的文昌龙楼
春光椰子王国破土兴建，这是我国首座以椰
子文化为主题的观光工厂，可以提供400多
个就业岗位给当地的贫困农户。

20年来，黄春光以实际行动切实担负起
企业的社会责任。2007年，由他牵头与其他
企业一起成立东郊镇“椰苗助学基金会”，资
助了500多名贫困生；2010年，他把10万斤
大米送给灾区，捐助115.2万元灾后建设；
2014年，强台风“威马逊”重创海南文昌，他
捐助大量物资，捐款180万元。2015年，他
捐助给文昌中学150万元修建行政办公楼，
改善了学校的办公条件。

点评：自己致富了，不忘帮助乡邻，好善
乐施，值得颂扬！

原重兴镇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许钟胜：

倒在扶贫岗位上
2016年11月22日，38岁的文昌市重兴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许钟胜永远离开了，在
生前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仍然在工作：
2016年11月21日晚上7点，他带领驻村干
部到新风村组织开展收看扶贫夜校工作。当
晚10点多，他还来到办公室里开始撰写督查
情况和修改有关材料。

许钟胜生前曾任新风村委会驻村工作组
组长和镇脱贫致富夜校监督小组组长，他深入
村里了解村情民意，特别是反映强烈的木榄
二、三村道路损毁问题和大洽、上截田山塘下
游农田靠天吃饭的灌溉问题，他多次到实地进
行查看、拍照、撰写报告材料，向镇政府反映并
积极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最终使得木榄二、
三两条道路在2016年10月中旬动工，11月
17日完工，惠及了25户103人。大洽山塘和
上截田山塘的除险加固工程也于2015年5月
份动工，2016年6月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投
入使用，惠及下游9个村民小组约876人，解决
了195亩农田的生产灌溉问题。

儿子年幼，妻子教书，尽管重兴镇离琼海市
的家车程仅用半个多小时，为了更好工作，他很
少回家，就住在镇政府里的宿舍，在食堂吃饭。

点评：扎根基层为老百姓办实事，辛劳工
作献出年轻生命，可歌可泣！

文昌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符致明：

为残障孩子
撑起一片蓝天

今年41岁的符致明是文昌市东郊镇人，
在高中时，因为家中长辈在民政系统工作，他
曾多次见到残疾人、残障儿童，尤其是聋哑
人，虽然四肢健全，生活却更加困难。长期的
耳濡目染，符致明对聋哑人的生活可以说是
感同身受。

从那时起，符致明心中就有一个坚定的
方向：自己要为这些聋哑人出一份力，最起码
要帮助他们生活自理。高考填报志愿时，符
致明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2001
年秋，符致明怀着一颗真诚的爱心，来到文昌
特殊教育学校任教。

在16载特殊教育生涯中，符致明用慈父
般的爱浇灌着特殊的孩子们，呵护这些脆弱、

“折翼”的孩子们健康成长，成为他们无声世
界里的领路人。

这些听力有残疾、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因
为生理缺陷，基本没有受过学前教育。符致
明首先教听力有残疾的孩子们学习中国手
语，让孩子们能通过手语进行交流。在孩子
们的吃喝拉撒睡生活自理方面，符致明更是
像父亲一样关爱，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学校，教
孩子们铺床叠被，课后，带着孩子们做游戏，
饭点，看着孩子们吃饭，夜晚，还要照顾孩子
们入睡。

点评：用慈父般的爱，为残障人士撑起一
片蓝天，师者德无疆！

公坡镇茂园村村民韩仲元：

花甲乡贤心系故乡
绘蓝图带村民走富路

韩仲元是土生土长的公坡镇茂园村人，
已年过花甲。早年当过兵、经过商，长期在外
的经历让他有思想、有头脑、有见识。尤其在
事业有成后，韩仲元看到乡亲们仍然思想守
旧，生活窘迫，他更加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努
力帮助大家。

茂园村共有22户152人，人口不多，但
受地势低洼、村道路况差、村民思想保守等因
素影响，村民收入低。韩仲元多方奔走，
2010年争取到市交通局支持，把进出村子唯
一的道路硬化。受自然条件限制，茂园村常
年来“六旱七涝”，村民种植水稻、胡椒、反季
节瓜菜等传统农作物遇到自然灾害，往往颗
粒无收。韩仲元引导村民种植莲藕，2016年
村里挖了10亩荷塘，种下莲藕。在公坡镇政
府的牵线下，文昌市工商联（总商会）到茂园
村考察，韩仲元把村子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成功引来了黑山羊养殖产业，至今已养殖
130只黑山羊。

韩仲元为家乡的发展不遗余力，每个星
期都要从海口的住处回到村子两趟。今年，
韩仲元四处找设计公司、设计院，帮助村子进
行规划。在韩仲元的积极奔走下，一家设计
院免费帮村子进行了整村规划。

在心系家乡的“乡贤”韩仲元的带领下，
茂园村在不久的将来“大变样”，村民大伙实
现“就地致富，不离乡不离土”。

点评：心系故乡，年过花甲，绘蓝图带村
民走致富路，真乡贤也！

蓬莱镇边寨村村民冯益华：

婆婆当妈嫂当姐
孝老敬亲人人夸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文昌市蓬
莱镇边寨村就有一位好儿媳、好弟媳冯益华，
她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4年直至安详去世，嫂
子因病做完手术后，她继续照顾嫂子，52岁冯
益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孝道的涵义。

婆婆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冯益华一日三
餐做饭时都会特意把米饭煮软些，肉、菜都会
尽量切小切碎，让婆婆吃得更容易些。

2006年，婆婆因脑血栓瘫痪在床，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天不亮，冯益华就起床生火
做早餐。一日三餐，冯益华都要小心翼翼把
瘫痪在床的婆婆扶靠在床头，一口一口地喂
婆婆吃饭。婆婆吃饭慢，冯益华没有一次不
耐烦，总是耐心地等婆婆咀嚼完一口接着再
喂一口，整个喂饭过程要半个多小时，等婆婆
吃完饭，她安顿婆婆躺下，自己再去吃饭。为
防止婆婆生褥疮，冯益华每天都要多次给婆
婆翻身，擦洗身体；婆婆瘫痪在床无法行动，
冯益华便给婆婆接大小便。

2015年，冯益华的二嫂因患病做了一次
大手术，手术后回家修养。每天，冯益华都会
到二嫂家，给二嫂按摩，帮助她做恢复性训
练。曾道政要下地干农活，冯益华每天都会
帮忙做饭，喂二嫂吃完饭，自己再回家做饭。
每天冯益华除了给二嫂按摩，做饭外，她还要
帮忙换洗衣物。经过冯益华半年多的精心照
顾，二嫂可以下地缓慢走路。

点评：把婆婆当成母亲照顾，把二嫂就是
姐姐，乡村媳妇成孝道美德之典范！

志愿者张宗飞：

为公益付出热情
为生命点亮希望

在文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各行各
业，却有着同样的梦想和追求，他们付出却不
求回报……他们对溺水者打捞救援，为在校学
生、单位企业传授防溺水知识，在台风中救援，
给老人免费发放黄手环，他们就是文昌蓝天救
援队筹建队，30多岁的张宗飞是他们的队长。

2014年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文
昌市翁田镇登陆，张宗飞种植的胡椒、菠萝蜜等
在超强台风中全部被毁。虽然遭受巨大损失，张
宗飞没有抢救损失，而是当起了“向导”。张宗飞
结识了许多救援队员们，他被深深打动了，主
动申请加入蓝天救援队获批准。当救援行动
结束后，省外的蓝天救援队队员陆续离开，张
宗飞到了三亚蓝天救援队开始进行急救知
识、溺水救援等系统培训。张宗飞在培训时
一刻都不敢马虎，因为他知道一个急救动作
的规范与否，很可能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延续。

2016年4月10日，在文昌市应急办的支
持下，文昌市蓝天救援队筹建队宣布正式成
立，它的建立为文昌市应急救援队伍增加一
股新的力量，推动了民间救援体系的发展。

2016年4月份，在文昌地区发起2次“用
心关爱让爱回家”黄手环免费发放活动；参加
过多起在文昌，海口，澄迈等市县的溺水事件
免费打捞救援；参加14场“防减灾进校园之
防溺水讲座”；组织2次文昌火箭首发期间观
测点周边海上安全保障志愿服务。

点评：为公益付出，点亮生的希望，值得
年轻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