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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刘
操 见习记者陈奕霖）本报7月27日
一版头条以《26年风雨10万海里拥
军情》为题，报道了三亚市天涯区榆
港社区渔民梁彩雄坚持义务为驻三
亚市东瑁洲岛的官兵运送给养的事
迹。报道刊发后在社会引起热烈反
响。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
表示，要以“天涯船夫”梁彩雄为榜
样，弘扬他无私奉献的拥军精神，推
动我省双拥共建工作不断向前，为实
现强国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官兵：

以奉献的精神尽好责履好职

“雄哥坚持26年为我们驻岛连
队送菜，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家
人。”三亚东瑁洲岛某连指导员宋楼

表示，每一批驻岛官兵到岛上后，都
会学习梁彩雄的事迹，大家都深深
地感激他。

宋楼说，报道加深了他对梁彩
雄20多年拥军事迹的了解，读后让
人动容。“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激励、
教育，所有官兵都应该像他一样，
甘于奉献，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投身
到国防建设中去，尽好责、履好
职。”

李冠去年刚从东瑁洲岛某连队
退伍。他回忆在岛上的从军生涯时
表示，梁彩雄对他的影响很大。“隔天
就能看到雄哥送补给上岛。大家是
朋友，又像战友。没有一个官兵不认
识雄哥，他就是我们官兵的‘依靠’。”
李冠说，如今，梁彩雄默默奉献的精
神仍激励着他在工作岗位上不断奋
斗。

亲友：

愿将拥军爱心传递下去

身边的人和故事，往往最感人。看
了关于父亲的报道，梁彩雄的女儿梁玉
玲留下了眼泪。她小时候曾跟着父亲
给东瑁洲岛送过补给，却一直不了解
其中的意义，直到长大之后才明白。

梁玉玲说，这么多年来，父亲始终
坚持给驻岛官兵送补给，非常不容易。

“爸爸好样的！”梁玉玲说，自己为父亲
感到高兴和自豪，父亲的言传身教也让
她懂得“拥军”“爱军”的涵义，而认真负
责的父亲已经成为她学习的榜样。

对梁彩雄的妻子张英而言，从最
初劝丈夫转行，到现在在背后默默支
持，源于对丈夫多年不懈坚持的感
动。张英表示，多次劝说之后，丈夫仍

然不愿放弃，她最终选择支持丈夫，甚
至有时也会陪着他一起出海送补给，
也因此渐渐感受到了彩雄和官兵之间
的深情厚谊。如今，看着辛苦多年的
丈夫收获荣誉，张英也倍感光荣：“我
会一直陪着他，为官兵送补给。”

王波是梁彩雄的好朋友，陪伴他
出海送菜数年，他比其他人更加深刻
体会到风雨里劈波斩浪的不易，也体
会到了部队官兵的热情和在艰辛环
境中的坚持。

“如果雄哥哪天跑不动了，我会
接过他的班，继续送下去。”看了本报
的报道，王波激动地说。

省民政厅：
希望掀起爱国拥军热潮

“梁彩雄的举动很感人，他不计

个人得失，为部队建设和国防事业奉
献了全部心血和殷殷大爱，这是一种
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省民政厅优
抚安置处处长李勇表示，梁彩雄的事
迹为我省开展社会化拥军、推动我省
双拥共建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李勇说，学习梁彩雄，就要像他
那样，在实际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
是否把子弟兵当亲人，急子弟兵所
急？是否做到了不忘初心，知难而
进？

李勇建议，要广泛开展宣传梁
彩雄爱国拥军的先进事迹，形成学
先进、赶先进的浓厚双拥氛围，掀起
社会化拥军的热潮。同时，政府部
门也要对拥军模范先进予以关心照
顾，激励更多的人投入到爱国拥军
的行列中，为国防和军地现代化建
设作出贡献。

“最美拥军人物”梁彩雄事迹引起热烈反响

激励更多人投入爱国拥军的行列

7月28日，驻琼海75571部队，面对军旗重温誓词，庄严宣誓，时刻警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高昂的姿态和昂扬的斗志迎接“八一”建军节。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陈斯华 摄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

本科B批录取工作
今天启动
考生可通过5种渠道实时关注录取
状态变化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本科B批学校
将于7月29日至8月1日开展录取工作。该批次
预计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31日。

考生可通过以下5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
渠道一：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站
（www.hnks.gov.cn 或 ea.hainan.gov.cn），在
2017年高考查询模块查询；渠道二：考生可通过
微信关注海南省考试局官方微信——“海南考试”
（微信号：hnkswx），点高考服务菜单查询；渠道
三：考生可通过手机扫描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
查询；渠道四：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南高考圈
（gkq.hnks.gov.cn），点录取状态模块查询；渠道
五：考生可通过微信城市服务功能查询。

考生正式录取的状态变化为：“自由可投”—
“已经投档”—“院校在阅”—“录取”；而考生投档
被退档的状态变化为：“自由可投”—“已经投
档”—“院校在阅”—“自由可投”。当显示“录取”
状态时，表示考生已经被高校正式录取，也意味着
录取环节已经全部完成。此时考生可看到录取学
校和录取专业的名称。

省教育厅发布致2017级高一新生
一封信，细说高考综合改革变化

高考科目实行“3+3”模式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我省中招工作正在进行，由于2017级高
一新生是我省进入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批学生，
省教育厅今天以致信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了我省高
考综合改革有关政策。

按照国家的部署，2017年秋季我省将启动高
考综合改革试点。省教育厅在信中称，这一届的
高考招生将采取“两依据、一参考”的模式，即：依
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择优录取。

改革后的高考科目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3科和学业水平考试的3个自主选择的等级
性考试的3科构成，即“3+3”模式。单科成绩和
总成绩均以标准分方式呈现。其中外语考试会提
供两次机会，考生可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高
考录取总成绩。

等级性考试的3个科目，可从思想政治、历
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个科目中，由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以及未来的职业性向，结合
想要报考的高等学校提出的科目要求选择。高等
学校会提前两年从6个选考科目中提出选考科目
的范围（0至3门）及优先录取条件，供学生参考。

省教育厅提醒，“从高二年级开始，因为选课
走班影响，你的高中学习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固
定在一个班上课，同班同学可能经常变化，但可以
肯定的是，你会更加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
学习。”

信中，省教育厅还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改革内容作出具体
说明。

关注中高招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记者今天从庆祝建军90周
年海口市军地座谈会上获悉，海口正
在积极推进多形式、宽领域、高层次的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路径，着力打造具
有海口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示范区。

在座谈中，省委常委、海口市委
书记张琦代表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
和全市224万市民向驻市部队官兵

为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表示感谢和敬意，向军队离退休
干部、革命伤残军人、转业退伍军人
和军烈属致以问候和祝愿。会上，军
地双方紧密围绕拥军优属，进一步促
进军地融合等展开交谈。

据介绍，海口将进一步落实好优
抚安置政策，为部队建设、为广大官
兵排忧解难，巩固和发展新型军政军

民关系，军地合力争创全国“双拥”模
范城“九连冠”。

近年来，海口对符合安置条件的
退役士兵实行全部安置，对于不符合
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海口政府
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汽车驾
驶、电工、电脑等专业培训，为退役士
兵掌握一技之长打下良好的就业基
础。除此，海口还大幅度提高军功奖

励和义务兵优待金标准，无论驻市部
队官兵，还是在外服役的海口籍官
兵，一律同等奖励等。

座谈会上，省军区、南航部队、
省武警总队有关负责人分别发言表
示，建设美好新海口是部队官兵义
不容辞的责任，将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携手共创海口军民深度融合发
展的典范。

海口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军地座谈会

陵水拥军慰问团
慰问部队官兵

本报椰林7月28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陈思国 周颖）“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今天上午，陵水黎
族自治县拥军慰问团到92916部队
开展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座谈，共
叙军民鱼水情，共谋军民融合发展。

上午9时，慰问团一行来到部
队营区，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的
问候。

座谈会上，92916部队与会领
导表示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以实
际行动回报陵水人民对部队官兵的
关爱。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称，近
年来，陵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平稳
健康发展，离不开部队官兵作出的
积极贡献。该县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部队建设，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庆祝“八一”建
军节的到来，陵水拥军慰问团连日
走访慰问了各部队官兵、在乡复员
军人、伤残军人、烈属、病故军人家
属等。此外，拥军慰问团还将组织
开展“军事日”活动、军民联欢晚会、
建军90周年影视片展播等系列主
题活动。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记者孙
婧）“医保怎么办理”“孩子需要托管”

“想找份稳定工作”……今天下午，在
三亚海螺馨苑小区的部队家属服务
中心，由家属担任的居委会工作人
员，分岗接待、解决家属们遇到的难
题。军人长期奋战一线，而后方家庭
则有专人提供服务保障，这就是三亚
首创的部队家属自治组织——海澜

社区居委会内发生的实景。
三亚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近日

与驻市军警部队座谈时，多个部队的
军人均不约而同提及了一个名词
——“海澜社区居委会”。海澜社区
成立于2016年，是三亚首个部队家
属社区。为更好地服务军人家庭、解
决官兵后顾之忧，三亚多部门积极探
索，2016年成立了军属群众自治性

组织——海澜社区居委会。
记者走访了解到，海澜社区通过

家属服务中心来发挥居委会各项服
务职能。该中心开设综合服务大厅、
学生临时托管班、艺术教练室等24
个功能室，提供休闲娱乐、继续教育、
计生保健、人才招聘、社会事务代办
等服务。

此外，在军地联手共建下，24小

时图书馆、心理咨询室、法律援助站
陆续入驻社区，拓展了中心职能。

海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
任曹艳华透露，服务中心成立以来，
累计接待来访860余次，托管学生
238人次，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
32次，法律援助26人次，组织志愿
活动603人次，小区邻里互助的氛围
愈见浓厚。

三亚创新拥军思路 服务军属家庭

武警海南东方边防支队
举办厨艺大赛
东方边防官兵
赛厨艺迎“八一”

本报八所7月28日电 （记者
良子 通讯员王俊大 王晨）7月26
日，武警海南东方边防支队开展庆

“八一”厨艺大比拼活动，充分展示
警营特色饮食文化，丰富官兵业余
生活，喜迎建军90周年。

炒、蒸、煮、炸……比赛中选手
们在灶台前各显神通。洗菜、切菜、
烹饪，亲自下刀、亲自掌勺，每一环
节都一丝不苟。不到30分钟的时
间，就制作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
的菜肴。

本次活动共评选新式菜样15
种，下一步将投入到官兵们的日常
食谱中，将活动的实惠落实到官兵
身边。

全国品牌故事大赛
海南赛区复赛举办
30个品牌作品进入决赛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陈
燕）以“品牌创领，品质中国”为主题的“全国品牌故事
大赛暨海南省第二届品牌故事大赛”复赛今天在海口
举行，共有来自海汽、美兰机场、南国食品、呀诺达、
智海王潮等多家单位参加复赛。经过激烈的角逐，
有30个品牌的演讲、微电影或征文作品进入决赛。

参赛作品围绕各单位品牌战略、品牌定位、品
牌营销、品牌培育、品牌宣传、品牌创建、品牌文化
方面感受与实际收获，以演讲、微电影或征文的形
式讲述品牌创新实践中的感人故事，为我省企业
品牌培育搭建了交流分享平台，并普及推广品牌
理念、品牌文化及品牌管理知识。

据主办方介绍，决赛将在9月举办，获得前3
名的选手将参加全国总决赛，最终获胜选手将参
加由“亚洲质量网大会”主办的亚洲总决赛，在国
际化平台上讲述企业品牌成长历史。组委会还将
遴选与海南一起成长的30个品牌，摄制电视专题
片或微电影，并联合媒体进行报道。

据悉，全国品牌故事大赛海南赛区活动由省
工信厅指导，省质量协会、省总工会、共青团海南
省委、省妇联、省科协、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承办。

本报保城7月28日电（记者贾
磊 特约记者黄青文）“这几天晚上，保
亭县城横跨西河的一排排电线上落满
了燕子，太壮观了。”来自广东的“候
鸟”欧先生告诉记者，这群燕子吸引了
很多拍照的人。

7月 27日 19时许，记者根据目
击者描述，来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城镇沿堤北路的西河河边看到，横
跨西河的十几根电线上，几乎都落满
了燕子。据估算，电线上有数万只燕
子。“你看，不止电线上，附近的树上
还有很多燕子。”一位观看燕子的“候
鸟”老人说。

当天20时左右，燕子逐渐散去。
就此现象，一位生物学专家解释，

“每年到这个时候，燕子繁殖结束，它
们就会集群准备南迁。西河上的电线
给了燕子一个落脚的地方，而傍晚河
道里蚊虫出没较多，自然成为燕群聚
集的地方。” 保亭栖息在电线上的燕群。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
今年第10号台风
省气象局昨晩发布台风
四级预警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记者今天晚上从
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南海热带低压于
今日20时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
（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闽粤交
界南偏西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海南省气象局于7月28日21时50分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

据监测，南海热带低压于今天20
时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热带风暴
级），中心位于北纬 18.5 度，东经
115.6度，距离闽粤交界南偏西方向约
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8级，风速达18米每秒。

省气象台预计，该台风将以每小
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
移动，而后在南海北部回旋，强度还将
有所加强。受其影响，28日夜间～30
日南海大部分海域风力可达7-8级，
对海南岛陆地无直接影响。

三亚边防成功营救
3名海上遇险游客

本报三亚7月28日电 （记者良子 通讯员
叶佳）7月28日下午，台风刚过，海上风浪较大，
三亚公安边防支队三亚港边防派出所联合海事搜
救中心成功救助3名海上遇险者。

当日15时许，三亚港边防派出所民警接到
110指令称：在三亚湾胜意大酒店对面的海边，三
名游客3小时前乘自购皮划艇前往东岛方向，至今
未归。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展开搜救
工作。由于海上风大浪急，救援难度大，民警当即
调整救援方案，联系海事搜救中心开展联合救
援。经过将近3小时的救援，最终民警将皮划艇
拖回安全地带，船上3人都安全上岸。

庆祝“八一”建军节

壮观！保亭西河栖息数万只燕子
生物学专家：燕子南迁前的集群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