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些故事，像一首首诗歌，让人久久传颂；有一种力量，像一缕阳光，让人感到温暖；有一种真情，像一股暖流，让人心灵柔软。
为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儋州开展首届“儋州好人”系列评选活动，该活动颁奖晚会1月21日晚在儋州举行，首届“儋州好

人”评选揭晓。本期《潮起西岸》整理刊发10位“儋州好人”事迹，让新时代楷模的故事传颂四方。
（本版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周月光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李珂 本版图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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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涛水库南岸有一处半岛，三面
环水，半岛上的村民出行只能靠渔
船。半岛地属儋州市南丰镇，岛上的
志文村有个教学点，符木里是教学点
里唯一的一位老师，他在这里坚守了

整整28年。
符木里是志文村人。1988年，他

高中毕业，正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琼岛大地充满各种机遇，符木里也盘
算着到外面闯一闯。临行前，他走进
志文小学教室，发现学校里唯一的老
师又走了，30多个孩子正等着老师给
他们上课。

当时，村党支部书记对符木里说：
“小符啊，你是本村人，有文化，孩子们
出门上学不容易，你就留在这里当代课
老师吧。”看着课桌前一张张稚嫩的小
脸，符木里准备到外面闯一闯的腿迈不
开了。

2000年，已经坚守了12年的符木里
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一人承担起该校一

年级到三年级所有课程的教学任务。
2005年，符木里一家在南丰镇上买

了房，妻子也在镇上找到工作。但符木
里仍然坚持在志文村给孩子们上课。志
文村人口越来越少，村里适龄儿童人数
也越来越少，后来只剩下两名学生。南
丰镇中心学校多次提议撤并志文教学
点，让符木里到镇上工作。但每一次，符
木里一想到教学点撤并后，孩子要坐船
到对岸读书，便一次次打消了走的念头。

为调回镇里工作的事，妻子不知和
符木里吵了多少次。但他说：“我这样走
了，这里的孩子上学怎么办？”

“为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我得留
下来。”符木里说，只要有一个孩子在，他
就要留下来。

“鸟和人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这句话，是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49岁农
民吴聪说的。

刮风下雨天，别人总往屋里跑，而
吴聪却从屋里往外跑，他担心，坏天气

会伤害住在村边树林里的鹭鸶。多年
来，吴聪精心呵护鹭鸶就像照顾自己的
孩子一样，他把保护鹭鸶当成自己最大
的乐趣。

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附近，有一个
美丽的鹭鸶天堂，一群群的鹭鸶时常在
这儿翩翩起舞，在这儿栖息。

鹭鸶又称白鹭，在中国古代也称
“丝禽”，属鸟纲鹤鹳形目鹭科，是一种
非常美丽的水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吴聪说，鹭鸶浑身洁白，身材修长，
繁殖期间头上会生出2根10余厘米长
的羽毛，胸背处也会生出丝状的长羽毛，
随风起舞时，非常好看。在儋州，每年3
月至10月，会有数以万计的鹭鸶到这里

休养生息。
1991 年 6月，他受任管理鹭鸶天

堂。吴聪说，为防止外来人员用气枪
捕杀鹭鸶，他要经常在景区和水田边
上巡逻，每次台风过境，大家都异常
紧张，担心台风会把刚孵化出来的幼
鸟从竹枝上的巢刮落下来，造成鹭鸶
幼崽受伤、死亡，为此，每当台风天气
来临，他都会第一时间转移鹭鸶幼
崽。吴聪如果发现受伤的鹭鸶，会第
一时间装笼子里带回家中保暖、精心
喂养。

为吸引更多的鹭鸶在此栖息，吴聪
在鹭鸶天堂景区周边自费购买树苗种
植，既改善景区周边生态及各种鸟类的
居住环境，也美化了乡村。

符木里：坚守“孤岛”教学点28年 吴聪：“鸟和人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我要让住
在这里的孤寡老人和弃婴、孤儿像正常
人一样地生活。”符尚飞是儋州市福利中
心负责人，15年来，他既当“儿子”又当

“父亲”，用孝心、爱心为老人和孩子们撑
起一片温暖天空。

在儋州市福利中心里，符尚飞像儿子
一样照顾着老人们。为老人擦洗身子、按
摩、换衣服、换尿布、聊天、喂水、喂饭……
他说，我把老人当成自己的父亲来对待。
80多岁的贝大爷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受
伤，导致瘫痪，送到福利中心时，情绪低
落，有轻生念头。符尚飞经常在贝大爷床
前陪他聊天，想方设法安慰他。喂水喂饭
前，他总是先尝一口，确定不烫后再喂贝
大爷。几个月后贝大爷变得开朗起来。

儋州市福利中心以前包括光荣院、托
老院，2009年，儋州市儿童福利中心并入
该福利中心，符尚飞又开始当起了“父亲”。

儋州市福利中心有40名弃婴、孤
儿，其中有14人在小学、初中、高中、技
校、大专读书，11名智力有缺陷的孩子
接受特殊学校的老师教育。

目前在湖北某大专院校读大二的小
伟（化名）说，他读小学六年级时，因为被
同学嘲笑没零花钱，一天中午，他偷了保
育员阿姨100元钱。符尚飞知道后，像
父亲一样耐心地跟他讲道理。

对身体上有缺陷的孩子，符尚飞积
极联系医院预约手术，2018年7月、8月，
符尚飞分两次带着6名唇腭裂的孩子到
海南省人民医院进行手术。

“老人能够在福利中心安享晚年，孩子
能愉快地成长，是我最大心愿。”符尚飞说。

符尚飞：在福利院既当“儿子”又当“父亲”

危急时刻，他不顾自身安全，冲进打
群架人群控制局面。从警30多年，他身
先士卒，冲锋一线，他就是儋州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警犬大队大队长李现庵。

2007年6月，李现庵在儋州市区解
放派出所工作。一天晚上，派出所接到
报警称，有家饭店有两伙人在打架。

警情就是命令，李现庵带着1名民
警、4名辅警立即赶到现场。打架双方
共有60多人。“不许动，马上放下手里东
西！”李现庵一面大声喝止，一面带头冲
进混杂的人群。

眼看一名中年男子拿着斧头马上就
要砍到另一名男子身上，李现庵一个箭步
冲上去从后面抓住中年男子肩膀往后一
拽，被拽男子拿的斧头从李现庵身边擦
过。男子看到穿着警服的李现庵，一愣
神，李现庵迅速将他推倒在地。李现庵和
同事只用了5分钟就把打群架双方分开。

“李大队长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遇到
突发事件，还是会第一个冲上去。”儋州市
公安局特警大队齐宁说，有一次，李现庵
带着20名队员完成一场大型群众性活动
的现场安保工作，返队途中，在儋州市东
成镇发现有两伙年轻人聚众准备打架。

“喊增援，我们先上。李大队长说完
这句话后，就拉开车门带头跳下去。”特
警刘耀杨说，当时双方已经开始推搡，事
态正在升级。李现庵抱住一个拿着砍刀
的男子把他放翻在地，同时转身把另一
个拿着石头的男子推出去。李现庵带着
队员把双方隔开，冲突很快被制止。

“虽然危险，但我是警察，职责所在，
必须立即制止违法行为。”李现庵说。

李现庵：危急时刻总是奋不顾身

有人说他是疯子，多管闲事。但是，
途经儋州市新州镇的司机朋友及当地群
众都亲切地叫他“达叔”。

他手拿自制的小三角红旗，头戴警

帽，上身穿着一件没有编码的警用制服，
制服外面还套着一件写有交警字样的反
光衣……他指挥的手势，因动作不标准
显得滑稽，他时不时吹起哨声，以此提醒
来往车辆慢行、让行。他就是15年如一
日，站在儋州市新州镇街上十字路口指
挥交通的、今年75岁的吴应达老人。

“爸爸老了，我们也多次劝他，可他
总是说，他愿意为家乡发挥余热。”达叔
的儿媳马静申说，每天上午不到8时，老
人就到十字路口疏导车辆，一站就是4
小时，无论节假日，他都按时到岗。

“新州是我家，我希望住在这里以及
途经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达
叔说。15年前，达叔60岁，由于新州镇

道路比较窄，来往车辆多，交通秩序混
乱，他觉得若是有人现场指挥就能缓解
车辆拥堵、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深思熟
虑后，他来到新州镇集市的十字路口，当
起义务交通指挥员。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要不是在千钧
一发之际将孩子从轮胎前抱走，后果不
堪设想。”达叔回忆说，7年前的一天，一
个4岁孩子正在家门前的马路玩耍时，
突然往外冲绊倒在公路上，恰好有一辆
汽车从门前经过，他迅速将孩子抱开。

达叔说，当初指挥引导交通的初心
只是为让大家能够平安到家。如今，看
着车辆听从自己的指挥，缓解车辆拥堵，
自己也能从中获得快乐。

她们素不相识，儋州市民马丽捐献
的造血干细胞给江苏15岁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儿送去“生命种子”。

6年前，马丽参加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在得知献血能帮助别人后，她就向献
血车跑去。献血400毫升后，她又填写
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
国骨髓库）的志愿表。

“我没有什么特别想法，无论是献血
还是捐献造血干细胞都能帮助别人，我
就加入了中国骨髓库。”马丽说。

大学毕业后，马丽回到儋州工作，她
接到了一通来自海南省红十字会的电
话，她当年留下的8毫升造血干细胞血
样与一名远在江苏的女孩匹配成功。

得知马丽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她父
母担心捐献骨髓对女儿健康有影响，开
始坚决反对。

“见死不救，我做不到。现在医学技

术发达，捐献采集技术成熟，造血干细胞
恢复快，捐献造血干细胞不会对我身体
有影响。”做通父母工作后，2017年3月
9日，马丽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干细胞
采集室，先期连续 5 天注射 9 针动员
剂。同年3月14日，经过5个小时采集，
马丽捐献225毫升造血干细胞血液。

这225毫升造血干细胞血液就是一
份“生命种子”，马丽捐献的当天下午，红
十会工作人员乘飞机前往上海，当晚，马
丽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一个
陌生的生命得以延续。

在马丽看来，自己只是捐献了一些造血
干细胞，但却能给别人带来生的希望。她
说，如果别人还有需要，她还会继续捐献。

马丽：给陌生人传递生的希望 吴应达：七旬老人街头疏导交通15年

郑卫江、周金枝原本在浙江做进出口
贸易，2015年，夫妇二人一头扎进“农
门”，来海南儋州二次创业，发展热带高效

农业带农民致富，设立“嘉禾教育救助基
金会”“嘉禾老年人救助基金会”，帮助山
里孩子圆大学梦，给困难老人送来温暖。

2015年，郑卫江、周金枝在儋州市
南丰镇油文村，租下5000亩土地，打造
儋州嘉禾农业品牌，打造热带田园综合
体“云舍松涛·海南中国村”，该综合体一
推出，便受到极大关注，推动了儋州区域
公共品牌建设发展。

为让油文村变美变富，周金枝购
买1万多株柚子苗让村民种植，并提供
技术支持以及销售渠道，带动当地村
民种植增收，并给这里村民提供大量
就业机会。

“为帮助油文村孩子们圆大学梦，我
专门设立一个助学基金会。”周金枝说，
根据我们到村民家中走访情况，决定给
孩子3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资助。
助学基金会还根据孩子的家庭情况，给
孩子在学校必要的生活开支帮助，通过
帮助孩子圆大学梦，同时也为公司在油
文村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除资助孩子上学，周金枝还关注油
文村孤寡老人的生活情况，设立“嘉禾老
年人救助基金会”，让村里孤寡老人能够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感受到一丝温暖。过
去3年，逢年过节，她带着基金会成员挨
家走访孤寡老人，送去温暖。

一个人做一两件拥军事并不难，难
的是多年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儋州市通
畅驾校负责人蒋贞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1993年，蒋贞平从老家福建到儋州
寻求发展，他开办的钢材店刚好在驻儋
部队某通信哨所门前，从此，让他与该通
信哨所结下25年的不解之缘。

蒋贞平的钢材店设有电话，每当战士
想家打电话或者战士家属打电话过来时，
他的店里总会响起快乐的笑声。久而久
之，他的钢材店就成了战士与家人的纽
带，同时也成为他与该哨所最初始的纽
带，在往后的每年新兵下连、老兵退伍、战
士考学等节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无论是退伍
兵的行踪、电话，还是现役战士的思想状
况，有时候蒋贞平比我们还清楚，战士们

亲切称他是‘编外指导员’。”该通信哨所
现任负责人说。

该通信哨所退伍军人刘银炳在部队
服役多年，回家后处处不适应。蒋贞平
得知这情况后，便如同往常一样邀请他
到家里吃饭，耐心开导他。经过蒋贞平
的开导和帮助，刘银炳重拾信心，在儋州
市找到工作，生活逐步有了起色。

“拥军报国，使我的财富更有价值，
也让我的人生更有成就感。”这就是蒋贞
平，一个民营企业老板的心声。蒋贞平
说，他打算让他的儿子接下这份“特殊的
关系”，要让这份鱼水情谊30年、50年、
70年，一直延续下去。

周金枝：设立基金会助山里孩子圆大学梦 蒋贞平：要把拥军工作做下去

杨海荣以前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如
今是儋州市兰洋镇头竹村党支部书记，
是头竹村345户1350人的知心人。

杨海荣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时刻为

村民着想。村里修道路时，他到处找资金；
为尽快让贫困户住上新房，他用自己的机
械设备免费为村民拆房；为让村民尽快脱
贫，他与农业基地沟通，安排贫困户在家门
口就业……村民有困难就找他，有想法也
找他沟通，大家都称他为全村人的知心人。

“2007年，我们村换届选举，村民信
任我，选举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虽然肩上担子重了，但一想到能帮
村民做事情，就特别高兴。”杨海荣说，当
时，村里的道路多是泥巴路，他协调有关
部门，为村里修了20公里路。

“虽然有危房改造资金，可还是不够
用，幸亏有杨书记用自己的挖掘机免费
给我拆房、平整地基，帮我节省了几千

元。”兰洋镇头竹村贫困村民陈志军说，
杨海荣用自己家挖掘机免费帮了至少
10户村民拆危房、平整地基。

经过协调，头竹村通过村民集资和
“一事一议”配套资金硬化村道，杨海荣
考虑部分村民经济紧张，他采取村民可
以投入劳动冲抵资金，也可以出钱不出
工等措施，得到全村人支持，原本的乡村
道路，如今变成干净整洁的水泥路。

“村民有事就找我，有时忙得团团
转，想到村民这么信任我，我再忙，心里
也是乐意的。”杨海荣说，天香木兰园项
目落地头竹村，他积极协调，给村民创造
增收渠道，例如帮助20多位贫困村民在
天香木兰园找到务工岗位。

曹大春是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前
来支援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建设的医生，
现任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内镜室主任。

2018年7月2日下午，曹大春与朋
友外出办事路过那大中兴大道西端的一
家娱乐中心时，突然看到大堂外围拢着
一群人，不时还有人神色慌张地跑进跑
出，凭着职业警觉，曹大春预感到可能有
大事发生，于是立即朝出事地点跑去。

到达现场后，曹大春发现一名三四
十岁的中年男人仰面躺在地板上，不省
人事。出于职业习惯，曹大春向群众亮
明医生身份，他迅速摸脉、听诊、察看瞳
孔，同时提醒旁人赶快呼叫“120”。患
者此时意识丧失，曹大春凭着丰富的临
床经验迅速判断，患者是心源性猝死。

事不宜迟，他双手重叠放在患者心
前区进行匀速按压，1次、2次、3次……

15分钟后，病人僵直的右手有了反应、
青紫的口唇有了血色、右臂开始自主活
动、眼睛微微睁开，大约又过了5分钟，
病人在旁人的搀扶下走到沙发坐下，一
时间欢呼声、赞扬声响彻整个大厅……

曹大春说，能在医院之外挽救一条生
命，自己感到很高兴，希望今后能有越来越
多人掌握急救知识，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在工作中，曹大春手把手教年轻医
生，希望通过帮扶、带教让年轻医生提高
技术。在他的带领下，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消化内科医疗水平迅速提升，加上内
镜室检查设备更新，该科室不仅能及时
诊治患者病情，还为医院其它科室提供
准确的病理数据。

杨海荣：乐当全村人的知心人 曹大春：路边救人获点赞

他们的他们的故事温暖人间故事温暖人间
——讲述10位“儋州好人”的感人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