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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6日讯（见习记者
曾毓慧）前段时间，海口暴雨来袭，“守
坑叔”在海秀中路水坑漩涡旁坚守1
个小时提醒路人绕行，这一善举感动
了无数网友也获得央视与人民日报点
赞；7月4日，海口暴雨中又出现一位
正能量满满的“守坑哥”。

7月4日下午的那场暴雨，让在琼
山区下坎东路旁经营小吃店的龚玉莲
记住了一位让人暖心的食客。龚玉莲
回忆，当时路面上的积水已达二三十厘
米深，湍急的雨水将她店门前一处窨井
的井盖冲走。不巧，一辆黑色小轿车刚
从琼州大道拐进下坎东路，因司机看不
清路况，左前轮陷进了空井里，既开不
走也退不出。正在店里吃东西的一名
中年男子见状，二话不说冒雨走出店
门，俯下身子用力地帮司机挪移了好几
回，总算把车轮“解救”了出来。

全身衣服都淋透了，黑色皮鞋也泡
水了，但这名男子似乎顾不上这些。他
又把被雨水冲至不远处的井盖搬回来试

图盖回井口，可是由于路面积水很多，井
盖没法盖上。于是，男子就一直冒雨守
在井口旁，不停地提醒路过的车辆和行
人小心绕行。“当时学校刚好放学，陆续
有学生撑伞或步行经过，幸好有他一直
在那守着。”龚玉莲回忆说，后来，男子索
性将停在旁边的一辆共享单车搬到井口
边上挡着，充当起警示牌提醒路人绕行。

“他一直在井口那里守了大约1
个小时”龚玉莲回忆说。这一幕被路
过的市民用手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
络。“真是好样的！”“暖城海口，暖心的
人和事真不少”……网友们纷纷点赞。

几经转辗，记者找到了这名“守坑
哥”。“守坑哥”名叫甘同祥，今年43
岁，是一位来自浙江杭州的退伍老兵，
今年6月底刚来海口。“当时刚好是放
学时间，很多小孩路过，万一掉进井里
就麻烦了！反正我都淋湿了，再多淋
一会雨也没关系！”甘同祥说。提及市
民与网友们对他的点赞，甘同祥反倒
夸起了海口市民，他说，事发时，周边
几家店铺的老板很热心地给他撑伞，
还给他搬板凳。“这种举手之劳的小
事，换谁都会这么做！”甘同祥说。

海口暴雨中出现“守坑叔”之后又有“守坑哥”

退伍老兵漩涡边当路标
天涯好人

海口警方调查指出：

“日月广场有人下迷药
抱小孩”信息不实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见习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韩燕）6月25日，不少海口市民在微信朋友
圈里转发“海口日月广场有人下迷药抱小孩”的信
息。对此，海口琼山警方今天通报，经调查核实，
这条微信信息与事实不符。

据海口琼山警方通报，网传信息里的“老太
公”和“老太婆”与“被抱小孩”父母同住一个小区，

“被抱小孩”父母因上班没时间，平时都由老人带
着孩子在小区里散步、玩耍，所以“老太公”、“老太
婆”认识“被抱小孩”。

6月25日，父母带着小孩在日月广场里逛
街，其母亲上洗手间时，“老太公”在商场偶遇“被
抱小孩”就喊出小孩的名字，还上前欲抱小孩。由
于小孩父亲不认识“老太公”，出于正常反应将“老
太公”的手推开，抱起小孩迅速离开。回家路上，
小孩的母亲发现小孩精神状态不佳并很快入睡。

当晚，小孩的母亲将此事告诉朋友林某，林某
怀疑小孩被陌生人下迷药欲抱走，就编写信息在
朋友圈里发布，导致海口市民转发并快速传播，造
成不良影响。

在调查过程中，林某积极配合，并主动承认错
误，得到该事件当事人的谅解，林某也向警方保证
以后不再发布不经核实的信息。鉴于林某悔过态
度良好，琼山警方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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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支持“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公益计划”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致敬！

团省委携手八家媒体共同推出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公益计划

6月27日上午，由团省委、海南日报
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省青少年希望基
金会、南国都市报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直播海南》栏目、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南
在线、南海网、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
播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海南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公益计划”正式
启动。团省委等主办单位领导、爱心单
位代表等100多人出席启动仪式。仪式
现场，13家长年支持圆梦行动的专项基
金签约继续支持脱贫攻坚公益计划。现

场共筹集捐款1069万元。该公益计划
是“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在迎来了
第15个年头时紧扣时代要求而进行的
一项新举措。过去14年，圆梦行动汇聚
社会爱心，累计募捐善款1.83亿元，资助
36162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这一成
绩在全国希望工程系统位列前茅。

为了表彰先进，仪式上，海南日报
社等9家媒体被授予“2016年海南省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品牌传播先进单位”；
罗清锐、王玉洁等13人被授予“2016年

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品牌传播先
进个人”；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等9家单位被授予“2016年海南
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特别贡献奖”；海
南省军区等19家单位被授予“2016年
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贡献奖”；共
青团三亚市委等9家基层团组织被授
予“2016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组
织奖”；王齐园、谢家弟等 6人被授予

“2016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基层
组织先进个人奖”。

仪式上，团省委领导对我省希望工
程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
出，在砥砺奋进的十四年中，“海南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在琼州大地上践行着大
爱情怀，不仅是我省最著名的公益品牌，
更是团省委等主办单位助力脱贫攻坚，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一大措施。他希
望今年再接再厉、勇立潮头，力争实现筹
款2500万元，资助贫困学生5000名的
任务，完成公益计划首年的资助目标。

爱心企业代表和基层组织先进个人

也发表了爱心感言。茅台集团代表王华
美表示将继续支持我省的公益事业，致
富思源，回报社会。先进个人代表王齐
园用感人事迹生动诠释了一线团干部实
干担当、敬业奉献的精神风采。

15年薪火相传，15年爱心接力。再
一次，我们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发出爱
的召唤：如果您想伸出援助之手，可以登
陆海南助学网（http：//www.hizx.org.
cn）选择资助优秀高考贫困生，也可以直
接到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洽谈资助方

式。捐款账号：265002574085，开户行：
中国银行海口海甸支行，户名：海南省青
少年希望基金会。

15 年风雨兼程，15 年温情融会。
再一次，我们向贫困学子开启圆梦之
门：如果你是今年的高考生（军校、师范
及委培等免费生除外），成绩优秀，但由
于家庭经济困难，正为筹集上大学的费
用而发愁，请登录海南助学网（http：//
hizx.org.cn）申请资助，让爱心帮你圆大
学梦！

助力脱贫攻坚
公益计划六项内容

一是到2020年筹集捐款超过1
亿元人民币，为贫困家庭孩子在读
书、医疗、就业等方面提供资助；二是
到2020年，凡是政府确定的精准扶贫
户的孩子考上大学，省希望工程将给
予一次性资助5000元；三是到2020
年，凡是政府确定的精准扶贫户的孩
子有意愿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省希
望工程将为他们提供全免费职业教
育；四是到2020年，为1000名在读义
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精准扶贫户的
孩子提供资助；五是设立希望工程专
项基金，为100名家庭困难的先天性
心脏病儿童提供免费救治；六是到
2020年，为1000名贫困家庭的大学
毕业生、农村青年提供就业创业培训
或帮助他们就业创业。

13家长效基金
签约助力脱贫
攻坚公益计划

团省委携手八家媒体启动“海南
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公益计划”后，13家长期支持圆梦行
动的专项基金决定支持脱贫攻坚公
益计划，这13家长效专项基金分别
是：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助学基金、三
亚蜈支洲岛助学基金、威特奖（助）学
基金、罗牛山助学基金、创新书店助
学基金、金鹿农机助学基金、美亚电
缆助学基金、海南省军区助学基金、
春华励志助学基金、芙蓉学子助学基
金、海南体彩助学基金、凯健医药助
学基金、喜之农助学基金。据介绍，
13家长效基金会在未来三年将为公
益计划提供超过1755万元的爱心捐
款。

在签约捐款仪式上，已累计捐款
1450万元支持圆梦行动的茅台集团
代表王华美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倾力
支持助力脱贫攻坚公益计划，为营造

“互助、互爱”的社会氛围，为建设美
好新海南奉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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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获奖名单
（单位和个人）

贵州茅台集团150万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150万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60万
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50万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50万
省人大代表黄桂提50万
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30万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万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20万
海南省军区20万
春华励志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万
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万
湖南中烟工业责任有限公司10万
郑灶文、张学丽夫妇10万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10万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10万
海南恒信达农产品包装有限公司5万
海南万佳实业有限公司5万
海南长石医药有限公司5万
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5万

（市县政府财政购买服务支持）

三亚市人民政府120万
东方市人民政府118万
儋州市人民政府50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40万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5万
万宁市人民政府10万
琼海市人民政府6万

品牌传播先进单位（9家）

海南日报社
南国都市报社
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直播海南》栏目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

品牌传播先进个人（13人）

罗清锐（海南日报社）
王玉洁（海南日报社）
党朝峰（南国都市报社）
崔坤玄（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马伟元（海南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林 雪（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武 佳（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陈明东（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
刘 正（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郭 瑶（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杨丽莉（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新闻中心）
陈 蕾（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广播）
刘晓幂（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

组织奖（9个）

共青团三亚市委员会
共青团东方市委员会
共青团儋州市委员会
共青团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员会
共青团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员会
共青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共青团万宁市委员会
共青团五指山市委员会
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

基层组织先进个人奖（6人）

王齐园（共青团东方市委）
邢贞达（共青团三亚市委）
谢家弟（共青团儋州市委）
张华霞（共青团屯昌县委）
陈冬冬（共青团琼中县委）
文王伟（昌江中学团委）

特别贡献奖（9家）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集团
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创新书店有限公司
三亚民宏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对外经济发展促进会

贡献奖（19家）

海南省军区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司
春华励志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东方索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君海湾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乐东发电有限公司
海南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美豪利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蓝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海南恒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儋州市地方税务局
儋州易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定安爱心协会
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本版策划 撰文/夏天

仪式现场，27家单位（个人）共计捐款人民币1069万元，其中茅台集团捐款150万元。 （海南省希望工程管理办公室供图）

7月4日突降暴雨，甘同祥用共享单车在井口边充当警示牌提醒路人绕行。 （网友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