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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奋斗者时代的奋斗者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黄良策

中午时分，在文昌市冯坡镇白茅
村，75岁老党员韩丽萍把刚刚做好的
午饭端出来，习惯性地看了一下挂在
客厅墙上的遗照。“这墙壁后面，就是
英婆以前住的房间，有时候忘记了她
已经去世。”

“英婆”是村中的一名孤寡老人，
名叫张金英，出生于1910年，是韩丽
萍丈夫的远房婶婶。老人106岁时因
中风而瘫痪在床，从此韩丽萍和儿媳
妇一起每天帮老人擦洗身体、喂饭，直
至2017年老人去世。在白茅村，30
多年来，韩丽萍义务照顾了6位孤寡
老人，其中3人在去世前均瘫痪在床
一两年。

由于丈夫下南洋一去不回，自己
又无儿无女，从1965年开始，张金英

就和韩丽萍一家生活在一起。韩丽萍
说，“不仅是我把她看成了老母亲，全
家人都觉得她是我们家的一员。”

2014年，张金英双目失明，基本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韩丽萍每天早上
起来帮老人穿好衣服，就忙着做早餐，
然后把老人牵到饭桌前。

2016年年初，年迈的张金英因中
风瘫痪在床，这让韩丽萍更加忙了。
每天早上起来，她让二儿媳妇韩海燕
做早餐，自己则帮老人换纸尿裤、擦洗
身体。

2017年，韩丽萍的二儿子因脑瘤
瘫痪在床，两次手术仍没好转，丈夫也
因中风卧病在床。但她在照顾儿子丈
夫日常起居的同时，依然坚持照顾张
金英老人。

由于太劳累，韩丽萍一度瘦到皮
包骨。村中也有人劝她放弃照顾老
人，但韩丽萍却说：“她是个老人，能依

靠的也就是我们一家人，怎么能够放
弃？”

2017年3月8日，张金英安详去
世。“阿萍，我这辈子没儿没女，没有
你，我活不了这么久。”张金英临终
前的这句话，让韩丽萍忍不住流下
了眼泪。

“我这辈子似乎和瘫痪老人有不
解之缘。”1985年，韩丽萍当选白茅村
委会妇女主任，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也就在这一年，她77岁的婶
婶韩爱芳因中风瘫痪在床。韩爱芳的
丈夫早年前往泰国，客死他乡，老人膝
下无儿无女。于是，韩丽萍和还未出
嫁的侄女一起轮流照顾她，韩丽萍负

责老人的个人卫生，侄女负责给老人
煮饭喂饭。

韩爱芳经常大小便失禁。但在韩
丽萍的精心护理下，房间里一点臭味
都没有。这样的护理持续了两年多，
直到老人去世。

1998年，韩丽萍丈夫的婶婶苏桂
花瘫痪在床，同样是在韩丽萍的义务
护理下，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在去世
前享受到了温暖的亲情。

除了义务给瘫痪在床的老人当护
工外，村里3位孤寡老人陈志新、钟彩
兰、韩菊仙同样在去世前得到了韩丽
萍的照顾。“她心里会一直惦记着这些
老人，每天都要去她们家里看看。”韩

海燕说。
韩丽萍说，这些老人一辈子吃了

很多苦，看到她们没人照顾，自己很心
疼。身为妇女主任和共产党员，除了
日常生活和工作之外，她给自己安排
了义务护理孤寡老人这一“岗位”，并
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了30多年。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奋斗者精神
激励着人们前行。韩丽萍的善举让村
民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老妇女
主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白茅村现
任妇女主任黄秀花说，受韩丽萍的
影响，村里已形成了敬老爱邻的文
明之风。

（本报文城4月19日电）

文昌75岁老党员韩丽萍义务护理村中孤寡老人30余载

卅载善举弘扬小村大爱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长期照顾瘫痪老人更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30 多年来，韩丽萍却一直
坚持义务护理老人，不计回报，无
私奉献，让人间大爱洒遍乡间。她
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普通话都讲不
好，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却用自

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正是有她这样
多年来始终如一日的榜样，才让敬
老之风在白茅村传开，影响着每一
个人。

人间有疾苦，大爱换幸福。30
多年来，老党员韩丽萍在基层尽己

所能、默默奉献，让村里多位孤寡老
人得到善终。韩丽萍的故事向我们
揭示了一个道理：奋斗，可以从身边
做起，可以从小事做起。只要抱着
一颗坚持不懈、奋斗到底的心，点滴
小事终可汇成大爱洪流，给更多的
人带去温暖。

一位基层党员的平凡与伟大记者手记

本报万城4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卓琳植）记者今天下午从万宁市气象局获悉，受低
层偏东气流和南支槽共同影响，19日8时-16时，
万宁市出现局部特大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万宁
城区。

降雨量最大出现在东星高速观测站，降雨量为
339.2毫米，万城镇气象局观测站降雨量282.1毫
米，长丰镇观测站171.6毫米，礼纪镇日月湾观测站
133毫米，乐来观测站101.9毫米，东和农场观测站
98毫米，大茂农场观测站91.5毫米，东兴农场观测
站64.8毫米，兴隆农场观测站54.8毫米，礼纪观测
站41.1毫米。其它观测站均为30毫米以下。

目前，万城镇、交警、环卫、水务、城投等多个
部门安排400多人在城区低洼地、易涝区进行警
戒、值守、清障、巡查。

万宁交警提示：受暴雨影响，在万城区域，长
丰高速路口底下、华亚十字路口的西边道路、新医
院南门路段、迎宾馆西边道路、老万城镇委路段、
第二中学路段、红卫老街路段、万新和万海路段等
已积水，车辆禁止通行，请过往车辆根据交警手势
指挥通行。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省气象部门获悉，受南支槽和低层东到东南气流
的影响，4月19日8时-14时，琼岛东南半部地区
和西部局地地区出现小到中雨，东部局地出现暴
雨到大暴雨。8个乡镇降水超过50毫米，最大降
水量出现在万宁万城镇（309.0毫米）。预计未来
一周，琼岛仍多地有小雨，局地有雷阵雨、大到暴
雨。市民出门需备好雨具。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19日夜间-20日白天，西
南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21日～23日，受南到西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
天气为主，其中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各地气
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北部、西部地区将至34～
36℃，其余地区 31～33℃，最低气温内陆地区
22～24℃，沿海地区24～26℃。

24日～26日，受弱冷空气和低层切变线影
响，全岛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
气，气温小幅度下降，25日最高气温东北半部
22～25℃，西南半部26～28℃，最低气温略下降。

未来一周
琼岛多地仍有雨

本报五指山4月19日电（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付强）记者从省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获悉，应省台办邀
请，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一行近日来
到五指山市，参加2018年海南黎族
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开幕
式暨主题文艺晚会，领略海南风情，
感受海南发展。

据介绍，此次参访团员以台湾永
平工商职业学校学生为主，他们都是
首次踏上祖国大陆。据悉，以台湾年
轻人为主的参访团到访海南，这是近
10年来的首次，意味着两岸人民感情
永续长流，两岸少数民族世代相亲。

台湾少数民族
来琼共庆“三月三”

本报牙叉4月19日电 （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陈
权）今天，随着乡村骑行游的大队
伍陆续通过万亩茶园小镇站，
2018年白沙黎族自治县“三月三”
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此次活
动推出的篝火狂欢文艺晚会、丰
收祭典巡游、长桌宴及民歌对唱、
特色商品美食展、白沙乡村民俗
游等七大系列活动，带领白沙全
民同欢，喜庆欢乐的节日氛围让
人久久难忘。

美食展上，鱼酸、肉酸、竹筒饭、
五色饭、黄姜饭、山兰饭、甜糟、米
酒、木薯酒、甘蔗酒、傍茨酒等一系
列特色美食让游客流连忘返。“白沙
美食让我们感到不虚此行，品尝到
少数民族的独特美味，这一趟就值
了！”来自上海的游客黄欣已经彻底
被白沙美食所征服。

“三月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上，一张张图片、一组组实物、一幕
幕展演……充分展示了海南黎族、
苗族人民的刺绣、制陶、骨雕、根雕、

木雕、树皮布等丰富的文化遗产，讲
述了白沙悠久而多彩的历史。“民族
的，也是世界的，白沙向我们展示了
不一样的民族文化，相信这些文化
也会继续流传下去。”来自新疆的游
客巴图尔说。

今年白沙还特意举办了乡村
骑行游环节。骑行者们畅游诗情
画意的黎寨芭蕉村，到访脱贫攻坚
成果明显的七坊高石老村，走进郁
郁葱葱的白沙茶园，亲身感受到了
白沙的美丽风光和人文气息。

白沙“三月三”活动圆满落幕

美食美景文化“征服”游人

海口一房产项目连夜开盘
被重罚150万元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叶媛媛）4月18
日晚11时，有群众举报海口市龙华区羊山路观园
项目连夜开盘，引发该市房地产热销抢购。当晚
海口市住建局迅速反应，立即派检查组赶赴项目
营销现场，及时叫停不规范营销活动。

海口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检查组现场
约谈项目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负责人，责令有关
企业立即整改，并依据现场调查认定的违规销售
行为，给予开发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共计处罚
150万元。

项目开发企业负责人当场接受处罚决定，并
表示立即按照政府相关要求彻底整改，下一步将
对工作人员及中介机构进行培训，学习贯彻我省
及海口市保持房地产平稳政策文件，将责任落实
到每个销售人员。同时做好项目代理销售中介机
构的监督管理。

儋州一房产公司
因违规提价受罚

本报那大4月19日电（记者易宗平）近日，
儋州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督查，对违规企业作出
暂停项目房屋销售备案网签3个月且不准进行房
屋销售行为的处理。

4月17日，儋州市住建局在房地产市场专项
督查中发现，儋州海拓创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的海拓·丰华盛世（丰华·和家园）项目在
销售过程中未严格按照“一房一价”备案价格进行
销售，擅自提高销售价格（每平方米提高200元-
400元不等），造成恶劣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儋州市住建局对该公司违规
销售的行为予以处理并通报：暂停该项目房屋销
售备案网签3个月，且不准进行房屋销售行为。

我省录用公务员
笔试明天开始
5.5万人参加考试

本报海口 4月 19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钟剑勇）记者今日从省公务
员局获悉，2018年度海南省考试录用
公务员笔试在4月21日、22日两天举
行。应考人数5.5万人，共设考点42
个，1855个考场。

据悉，4月21日9：00-11：00考
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4月21
日 14：00-16：30 的考试科目为申
论。4月22日9：00-11：00，举行公安
专业科目考试。

省农科院聘请
夏咸柱院士
为首席顾问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蒋霁旭）昨天上午，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正式聘请中国工程院院
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夏咸柱为省农科院
畜牧学科的首席顾问。

作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领域的领
军人物，夏咸柱院士表示，今后将借助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设立的院士
工作站，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团队在项
目研发、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合作
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海南畜牧产
业以及无疫区建设的有序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作为我省认定的第
二批17个省级院士工作站之一，去年
12月，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院士工作站揭牌成立。

近年来，省农科院积极推进院士
工作站建设，柔性引进两院院士及其
科研团队，为院里解决产业核心关键
技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培
养创新人才队伍等方面提供支撑。

本报八所4月19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彭珊珊）“今年4000万
枝菊花鲜切花销往日韩，另有100多
种彩菊供应国内市场。我们2019年
的产量已被预订完了。”4月19日，在
东方四更镇四北村的虹华园艺海南
种植基地，海南虹华园艺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文明对记者说。

虹华园艺于2009年进驻东方发
展花卉种植产业。“东方的温度和湿
度等气候条件十分适合种植菊花，我
们每年都在扩大基地规模，整个菊花
行业呈增长趋势。”杨文明说，该公司
在东方的菊花生产基地规模由最初
的200亩发展到现在的920亩。

虹华园艺提供的数据显示，日本

是菊花的主要使用国。2017年，日
本全年进口3.2亿枝菊花，其中虹华
园艺7400万枝，占中国国内出口总
量的46%，是日本的第二大菊花提供
商。

“在有据可查的数据中，虹华园
艺出口菊花数量最多，占比最大。”
杨文明介绍，虹华园艺是中国最大

的菊花生产企业。
记者从东方市林业局了解到，

2017 年东方市全市花卉种植面积
8400 多亩，其中菊花种植面积共
4000亩，年产值1.5亿元，销售量达
1亿多株。东方市菊花种植面积和
鲜切菊花销售量居全省第一，是我
国最大的反季节菊花出口市。

东方4000万枝菊花销往日韩

万宁出现局部特大暴雨
致多地低洼地积水

4月19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三月三”乡村骑行游活动吸引300余名骑行爱好者一路奔向万亩茶园小镇站。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王伟 摄

关注“三月三”

4月19日晚10时许，万宁万城镇建设路，民
警设置积水提示标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扫码下载《学习口袋书》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唐咪咪）今天上午，
海南日报“两微一端”同步上线创意
H5产品《学习口袋书——海南新的重
大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读本》，刷屏部
分海南党员干部的朋友圈。

翻开“口袋书”，可以看到内容分
为“原文学习”、“海南行动”、“重磅解
读”、“权威评论”、“自贸区简介”、“英
语学习”、“留言互动”、“段位自测”等

8个板块。其中，“原文学习”收录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等重要内
容；“海南行动”则聚焦海南组织党政
代表团赴全国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考察学习情况等。

打开“自贸区简介”板块，一幅中
国内地自贸区分布图上，12个圆点闪

闪发光，点击相关小圆点，各自贸区情
况尽收眼底。

点击“段位测试”板块，随机10道
题可助您快速检验学习效果。

收藏这本“口袋书”，用户可以随时
学、反复学，常学常新。

读者可以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
号、海南日报新浪官方微博、海南日报
客户端查看“学习口袋书”，也可以扫
描二维码直接获取。

海南日报创意工坊又推全新H5

“学习口袋书”帮你读懂海南未来发展方略

海南银行在三亚
举行银企对接会
18家单位获授信161.5亿元

本报三亚4月19日电（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郑甜）昨天，海南银行召
开三亚分行成立一周年银企对接会。
会上，海南银行三亚分行分别与三亚
市旅游委、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等18家政府部门、企业、协会、商会
签署授信协议，共授信161.5亿元，授
信行业涉及旅游业、产业园区、邮轮游
艇业、热带高效农业、文化产业等，
300多家企业参加银企对接会。

海南省邮轮游艇协会副会长林明
昆表示，对于海南邮轮游艇行业而言，
有了10亿元授信之后，我省邮轮游艇
行业的发展将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

海南银行三亚分行自2017年4月
18日开业一年来，资产规模、质量与效
益同步提升，截至今年3月底，海南银
行在三亚地区累计投放贷款191笔
61.85亿元，三亚分行各项存款26.65
亿元，服务个人客户6000余户，企业客
户370户；扶持重点产业的发展，特别
是旅游景区、旅游服务、游艇游轮、航空
货运等行业以及小微企业，为服务三亚
地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