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评选开始投票

本报文城6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
者黄良策）由文昌市委、市政府主办，文昌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南国都市报承办的2018年文昌
道德模范暨第二届“感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活
动，经过层层筛选，已诞生了韩荣丰、陈奕喜等31
名候选人，现在已进入投票环节。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是文昌市挖掘身边
好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的一项重要品
牌活动。此次活动自2月12日启动以来，文昌市
各机关单位、镇（场）、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
众积极推荐候选人，经初步筛选，有31位候选人
等待公众投票。

“我们想通过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发动广大群众在
各行各业中推举好人，广泛宣传好人好事，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提高文昌城乡社会
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在全市营造学习模范、
崇尚道德、追求文明的浓厚氛围。”文昌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李娇慧说。

此次评选活动，大众投票占40%，专家评审
占60%。文昌市将于7月底举行颁奖晚会，最终
揭晓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和第二届“感动文昌”
十大人物。

微信投票 扫描二维码，
进入南国都市报微信公
众号（ID：966123），点
击下方菜单栏“感动文
昌”，进入投票页，点击
您要投票的候选人对应
的投票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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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6月14日，琼海市民踊跃参与无偿献血。当天是第15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为他人着想 捐献
热血 分享生命”的献血日活动在琼海市举行。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热血村长”带出一个“献血村”
20年累计献血近16万毫升，带领70多名澄迈村民参与无偿献血

捐献热血 分享生命

全省638人参与无偿献血

献血总量
达21万毫升

本报海口 6 月 14 日讯 （记
者王培琳 通讯员屈璐）今天是
第 15 个世界献血者日，截至 14
日 17时，全省当天共计 638人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 21 万余
毫升。

今天我省还举行了世界献
血者日的主题活动。由省卫计
委、省红十字会、海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省血液中心承办的“庆
祝 2018 年世界献血者日暨献血
法实施 20 周年无偿献血公益路
跑 活 动 ”在海口万绿园举行 。
我省各高校师生、无偿献血团
体、献血者及志愿者共计 2000
人参加了活动，活动仪式上，我
省无偿献血百次以上的献血者以
及无偿献血先进单位及个人获得
了表彰。

据悉，近年来，我省参与无
偿献血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尤
其是 2017 年，我省无偿献血人
数首次突破 10 万人大关，达到
10.21 万 人 次 ，而 在 无 偿 献 血
的人群中，高校学子和部队官
兵 一 直 都 是 主 力 军 。 截 至目
前，我省献血总量最多的个人
是海口市民刘筱杰，自从 1997
年开始献血至今，其献血总计
160 次，个人献血总量达 22.68
万毫升。

据介绍，2018 年，我省将努
力加快推进献血网点建设，改善
献血场所布局，为献血者提供
更加便利和舒适的献血环境。
多 举 措 巩 固 扩 大 无 偿 献 血 队
伍，全方位加强无偿献血宣传
招募工作力度，进一步推进我省
采供血和临床输血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提高采供血信息安全保
障能力。

本报海口 6月 14 日讯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屈璐）今天是第15个
世界献血者日，澄迈县金江镇长坡村
土尾村民小组村民一行12人来到血
液中心献血。土尾村是我省第一个
组团献血的村子，大家亲切地称为

“献血村”。“献血村”村民之所以坚持
无偿献血，和村民小组组长王泽谦的

带动是分不开的。
“献血可以帮助别人啊。”25岁

的村民王延成说。这是他第三次参
与无偿献血，今天他特意推掉家里的
农活，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献血，

“村长让我们知道，献血能帮到更多
人。能帮到人，我觉得无比光荣。”王
延成说。

王延成口中的“村长”，便是王泽
谦。自1998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
王泽谦这袖子一卷就是20年，累计
献血量近16万毫升，相当于近40名
体重50公斤的成年人的血量。如今
50多岁的他，身体健朗。长期关注

无偿献血和我省的用血情况，王泽谦
知道，我省每天至少需要400人参与
无偿献血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一
个人献血是远远不够的。于是，献血
之余，他自愿开始了在农村宣传无偿
献血的公益之举。

“村民们都是干体力活的，他们
最担忧是献血会影响身体健康。”王
泽谦说。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向村民们解
释，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劳作，恰恰相
反，还可以有效更换血液，刺激造血
功能，而且还能帮助别人，是利人利
己的好事。

经村民们互相传播，消除误解和
担忧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献
血队伍中来。2016年年底，王泽谦
当选为土尾村民小组组长后，就在
2017年春节，组织村民50多人，乘
坐大巴车来到省血液中心集体献
血。2018年春节，土屋村又有70多
名村民参与无偿献血，甚至一些打工
在外的村民们还及时赶回家，共同赴
一场“爱心之约”。

据省血液中心主任符策瑛介
绍，近年来，虽然农民群体献血人数
在逐年增加，但是整体献血意识还
需加强，“献血村”的出现，让更多农

民无偿献血的行为得到了鼓舞，值
得肯定。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屈璐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在北京
工作的“90后”小伙李荣峰专程从北
京飞往海口，与众多参与无偿献血的
爱心人士齐聚海口万绿园，进行无偿
献血宣传。活动结束后，李荣峰顾不
上浑身湿透的衣服，就直奔省血液中
心，撸起袖子开始献血。

今天早上8点，海口大雨如注，

李荣峰与众多无偿献血爱心人士齐
聚万绿园，进行无偿献血宣传。“无偿
献血是与人为善的事情，大雨只会让
今天更有纪念意义。”李荣峰说。

李荣峰与无偿献血结缘于2008
年。2008年2月9日是李荣峰18岁
生日，这位祖籍河南的小伙子，送给自
己的成年礼便是献血。也是从那时
起，他便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一直走
了下来。到2015年，李荣峰开始献机

采血，最多的一年献血20多次。
为了确保自己的血液健康，这

10年来李荣峰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大多时候都是晚10点睡觉，早
6点起床，从不喝酒。

李荣峰在坚持献血的同时，也极
力宣传献血，希望影响更多的身边人
去献血。作为“首都献血哥爱心志愿
服务队”的成员之一，他的义务宣传
遍布全国多个城市，海口是李荣峰踏

足的第18个省会城市。每到一处，李
荣峰都会献血，并与当地的无偿献血
志愿者共同进行公益活动。“今年我
特意选在6月中旬休年假，只为在献
血日这一天可以赶到海南，参加海南
的献血者日宣传活动。”李荣峰说。

“现在我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
献血、做公益，能影响到更多人参与无
偿献血，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李荣峰说。（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北京“90后”小伙千里迢迢来琼献血
献血10载，一年最多献血20多次

万宁启动“禁赌宣传周”
严厉打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万城6月14日电（记者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记者今天从万宁市公安局获悉，为深入打
击涉赌违法犯罪，增强群众的禁赌意识，该局自6
月12日启动“禁赌宣传周”活动，在市区多处地段
设置宣传点，广泛宣传涉赌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
危害，净化社会风气。

活动期间，万宁市公安局通过悬挂横额、张
贴标语、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以案说法、播放警示教育片、组织市民签
名、解读民众咨询等多种形式，在市区人流量密
集区域宣传涉赌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赢得
了群众点赞。

万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还将
推动禁赌宣传活动向万城镇周边延伸，将宣传
活动带进社区、带进校园，使禁赌宣传活动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同时该局还将以“零容
忍”的态度，严打、重打、快打涉赌违法犯罪活
动，做到清查不留余地，整治不留死角，打击不
留情面。对相关辖区出现赌博行为的，将免除
派出所主要领导职务，对其他相关责任人一概
严肃处理。

文昌成立督查小组
严查端午“四风”问题

本报文城6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今天，文昌市纪委成立了3个督查小组，
将从6月15日至20日，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对
端午节期间“四风”问题进行监督检查。

为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廉洁
过节，今年端午节文昌市纪委专门组织此次明
察暗访活动，主要采取直接查账和暗访的形式
进行，对财务凭证进行检查，发现大额消费发票
将取样留痕；深入宾馆、酒店、农家乐等所场进
行暗访，重点检查全市范围内公款购买赠送粽
子烟酒等节礼、违规使用公车、滥发津补贴、公
款旅游等问题。

扫码看
海南“献血村”带头人：
20年献出了40人的血量！

海口13条公交线路端午节当日加大发班密度
同时开通2条临时保障专线

本报海口 6 月 14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育厅
今天发布公告，今年我省将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义务教育农村特岗教师
420名，招聘学前教育农村特岗教师
100名。

义务教育农村特岗教师将服务
于儋州、万宁、东方、定安、屯昌、澄迈、
临高、昌江、乐东、陵水、白沙、保亭、琼
中等13个市县，需年龄在30周岁以下
（1987年6月25日以后出生），具有符
合招聘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专业要

求，已取得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教师
资格证，或参加2018年春季教师资格
认定并在2018年8月底前可取得符合
招聘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

学前教育农村特岗教师将服务于
海口、三亚、儋州、东方、定安、屯昌、临
高、陵水、白沙、琼中等10个市县，需
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87年6月25
日以后出生），具有符合招聘岗位要求
的文化程度和专业要求，已取得幼儿
园教师资格证，或参加2018年春季教
师资格认定并在2018年8月底前可

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根据文件，特岗教师享受《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
意见〉的通知》和《关于组织开展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
扶贫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中的各
项优惠政策。

在3年聘用期内，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将对特岗教师进行跟踪评估，对
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经教育无效，不适
合继续任教的，将及时解聘并取消相

关政策优惠。
特岗教师在3年聘期结束后，对

考核合格、愿意留在当地任教的，设岗
市县应负责落实其工作岗位，办理入
编手续，将其工资发放纳入本市县财
政发放范围，保证其享受当地教师同
等待遇。

报考人员可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
看各招录单位具体的招考岗位、招考
名额、报考资格条件等，需要咨询专
业、学历、资格条件以及其他信息，可
根据网站公布的联系方式，直接与招

录单位取得联系。
省教育厅提醒，本次考试报名采

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报名时间为6
月25日9时至6月27日16时，报考
人员应在此期间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
特 设 岗 位 计 划 网（http：//tg.hnjs.
org）报名，逾期不予受理。服务期未
满的特岗教师和我省在编的教师不得
报考（计算时间截止2018年 6月25
日）。7月4日至7月6日，应聘人员
可登录同一网站，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查询资格初审结果。

我省今年拟招农村特岗教师520名
其中义务教育农村特岗教师420名，学前教育农村特岗教师100名

三亚开展禁赌宣传活动
本报三亚 6 月 14 日电 （记 者 徐 慧 玲）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在三亚学院举行禁赌宣传
进校园活动，民警通过现场讲解典型赌博案
例、揭露赌博骗术、普及法律知识等多种方式
强化学生的识赌、拒赌意识，营造校园禁赌的
良好氛围。

据了解，三亚市公安局自6月13日起至15
日，将在全市开展禁赌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人
民群众抵制赌博恶习的自觉性，形成良好的禁赌
氛围。

据统计，自2017年至今，三亚市公安局共计
取缔赌博场所、窝（摊）点共493个；查处破获涉赌
案件485起，其中刑事案件39起，受理查处赌博
治安案件446起；抓获涉赌人员1196人，其中刑
事拘留158人，行政拘留802人，行政罚款177
人；现场缴获涉案资金达1174486元，捣毁赌博
机322台,收缴百家乐赌具、扑克牌、私彩以及涉
赌小卡片一批。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吉莹婷）记者今日从海口
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获悉，6月
18日端午节当天，海口途经假日海滩
的13条公交线路将加大发班密度，
延长末班发班时间。同时开通万绿
园至假日海滩、明珠广场至假日海滩

两条端午节临时公交保障专线，保障
时间为18日15：00至22：00。

为做好2018年海口地区端午节
公共交通保障工作，营造安全、祥和、
优质、便捷的公共交通运输环境，及
时做好游客疏散工作，确保重点保障
区域不出现游客长时间滞留现象，海

口市交通部门将对全市公交运输予
以保障措施，其中6月18日端午节当
天，海口途经假日海滩的28路、28
快、35路、37路、37快、40路、40快、
57路、57快、78路、86路、86快、游6
路等 13条公交线路将加大发班密
度，延长末班发班时间。

端午节当天15：00至22：00，海
口市公交集团公司将开通万绿园至假
日海滩端午节临时公交保障专线（公
交专线1）、明珠广场至假日海滩端午
节临时公交保障专线（公交专线2），
各配置10辆大巴运力，采用大站快线
运营模式，全程一票制，收费2元。

公交专线2经停站点为
往程 明珠广场、秀英村、海口汽车西站、假日海滩
返程 假日海滩、海口汽车西站、秀英村、明珠广场

海口琼山区成立
“两违”整治党员先锋队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林先锋）今天上午，海口
市琼山区“两违”整治工作党员先锋队
在滨江街道成立，先锋队26名队员将
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开展日常巡查，协
助各镇街道城管中队开展重大违法建
筑拆除处置工作。

此外，先锋队员还将监督各单位
“两违”整治工作，对在“两违”整治工
作中虚报、瞒报、漏报、错报违建信息，

“两违”整治工作落实不力的，主动向
党组织及上级报告，充分发挥党员在
基层工作中的监督作用，不断提高“两
违”整治工作队伍素质。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周静泊 王威

公交专线1经停站点为
往程 万绿园、海口中学、秀英港、假日海滩
返程 假日海滩、秀英港、海航国际广场、万绿园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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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凤
龙

报纸投票 即日起至6月26日，南国都市报
每天刊登2018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二届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候选人的选票，读者剪
报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
南日报大厦7楼南国都市报活动部，邮编：
570216。信封上请标明“感动文昌十大人
物”或者“文昌道德模范”字样。

投票方式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