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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萌

这两天，朋友圈被一场“国际范
儿”的救助刷屏了。3月23日，在三
亚大东海景区，多名俄罗斯游客与
本地救生员合力救助了一名溺水男
子。对此，网友们纷纷点赞，直呼

“爱心救助无国界，外国友人和咱救
生员都是好样的！”

其实，这样的互助事件在三亚
并不鲜见。2019年3月10日，多名
俄罗斯游客也曾在三亚大东海救
助一名中国溺水男子；2018 年 5 月
26 日，三亚警民爱心接力，紧急救
助街头晕倒的俄罗斯女游客……
危急时刻，无需言语相通，一切尽
在行动中。

在三亚，不同肤色的人们，身体
力行诠释了不分国界的勇敢、善意
和担当，成为一道道特殊的“最美风
景线”。网友们关注、热议、点赞的
不仅仅是凡人善举，更是互助无疆
的人性闪光。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排头兵，游客市民之间的无间互助
正是国际民间人士友好交流的生
动范例。这样的正能量值得肯定
和传播，也需要发扬光大。我们乐
见这种“国际范儿”的互助在更多
领域展开。

互助无疆，为“国
际范儿”援手点赞

万宁上百志愿者
清理海滩垃圾

本报万城3月25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梁振玮）3月25日，万宁市
上百名志愿者来到石梅湾开展“美好
万宁我的家，环境保护靠大家”海滩捡
拾垃圾公益活动。一上午的时间，志
愿者们共清理出105袋各类垃圾，以
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

当天烈日炎炎，志愿者们分成4个
小组，在海滩上清理烟头、果皮、塑料包
装纸等垃圾，不少游客也自发加入，成
为这片美丽海滩上的“最美风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活动的
志愿者有不少是全家出动，其中年龄
最大的志愿者已85岁，年龄最小的
只有4岁。

组织志愿活动的万宁市旅居人协
会负责人陈开达介绍，石梅湾是游客
到万宁旅游休闲的重要景点，海滩的
环境卫生状况不仅关系到游客们的旅
游体验，也关系到海滩生态环境，今后
将多多组织此类活动。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林诗婷 易宗平

旅途中的一盏盏微弱光亮，汇
聚成束能照亮前程；城市中的一件
件互助小事，涓滴成流能温暖人
心。这几天，一则新闻让“温暖”成
为三亚的关键词——3月23日，多
名俄罗斯游客与三亚市民在大东
海齐心协力救助溺水游客。此事
在多家媒体的报道下收获网友大
量点赞。

当天，参与紧急救助的俄罗斯游

客帕斯卡尼·尤拉说：“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水上急救，能在度假期间力所能
及帮助他人，让我感到很快乐！”

无独有偶，就在半个月前，同样
在这片美丽的大东海海滩上，也发生
了一件中外游客互帮互助的温情
故事。“当时看到游客下海溺水，我和
救生员，还有几名俄罗斯游客听到呼
救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合力帮助
溺水者化险为夷，现在回忆起来仍惊
心动魄！”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工
作人员崔传友说。

“爱心无国界，救援无国界！
三亚市民与中外游客互帮互助的
暖心事件越来越多，希望这样的正
能量能一直传递下去。”三亚市民
王晨说。

去年5月，一名40多岁的俄罗
斯女游客在三亚街头晕倒，周围市
民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她恢复清醒；
今年3月21日，三亚3名外卖小哥

“组团”施救一名昏迷老人，老人转
危为安，小哥们婉拒千元酬谢继续
送餐；一名患有抑郁症的老人从乐

东黎族自治县搭乘大巴到三亚投
海轻生，三亚公安路管员与警保联
控队员奋不顾身跳入海中，合力将
其救回……

对于一座旅游城市来说，最美的
风景在人。三亚不乏“最美游客”，各
行各业的工作者也在践行着“最美行
动”。尤其到了旅游旺季，三亚旅游、
公安等各涉旅部门放弃休息全员在
岗，老人走失、车辆故障、手机遗失、
救助送医、帮助换胎等出行路上市民
游客发生的大事小情，都成为他们的

“心头要事”，以真心真情的坚守换取
城市的平安和谐，打造出三亚最美风
景线。

谈及对三亚的印象，第一次到这
里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依丽娜频频点
头，“三亚气候好，风景美，有很多好
吃的水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很

‘美’！”依丽娜笑着说，她回国后要
把发生在琼岛这片热土的暖心事告
诉更多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俄罗斯
人爱上海南。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近年来鹿城涌现多起市民游客互帮互助事件，成为一道道“美丽风景线”

三亚，一座暖心的城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近日，有媒体对海口市海甸岛
恒大美丽沙音乐广场附近海域有船
舶非法倾废一事进行了报道。海南
日报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海洋和渔业
监察支队获悉，该支队拟对非法倾废
单位海南中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汇公司）进行顶格处罚20
万元，并将提起公益诉讼，倾废的样
品正在进行鉴定，如含有有毒有害
物质，还将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
责任。

据了解，去年12月14日，海口市
海洋和渔业监察支队接到海口市检
察院秀英海洋检察室工作人员举报，

海口美丽沙西侧海域临时码头有船
舶装运泥土在近海区域倾倒。监察
支队执法人员立即出警，查扣运泥船

“粤珠海浚2322”，并做了现场笔录。
去年12月19日，海口市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
该项目是海口恒大美丽沙0904地
块、0905地块土石方工程项目，由海
口浏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之
后该公司外包给中汇公司。据中汇
公司签约合同显示，该土石方是运往
湛江用于回填虾塘。去年9月，中汇
公司向海口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了临时靠泊平台，联系“粤珠海浚
2322”“粤珠海浚2323”等船舶，从事

土石方运输业务。
之后，海口市海洋和渔业监察支

队执法人员又先后3次前往湛江、珠
海等地进行泥土去向和船舶相关信
息的调查，并多次到中汇公司、海口
浏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取证，与海口市检察院等部门进行协
调调查。

经执法人员深入调查，认定中汇
公司未将泥土石方运往湛江用于回
填虾塘，同时在未办理海洋倾废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组织船舶运输美丽
沙0904地块、0905地块的泥土，从
临时靠泊平台开出约两海里后进行
海洋倾废，属海洋非法倾废行为。

去年12月底，执法人员对临时靠
泊平台进行了拆除，今年2月27日拆
除完毕。海口市海洋和渔业监察支队
拟将依据相关法规，对非法倾废单位
中汇公司进行顶格处罚20万元。

下一步，海口市海洋和渔业监察
支队还将继续完善证据材料，待倾废
取样鉴定结果出来后，将根据报告损
害程度提起公益诉讼，对违反倾废行
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破坏提出赔偿，追
究中汇公司和关联涉案单位及个人
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将违法者
绳之以法。如鉴定结果含有有毒有
害物质，则将根据刑法规定移交公安
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本应运去填虾塘的土石方被倒入海中

海口拟对一非法倾废公司开20万元顶格罚单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徐慧玲 易宗平

来三亚旅游的俄罗斯游客帕
斯卡尼·尤拉没有想到，几天前他
在三亚大东海参与救助溺水者的
经 历 ，令 其 一 夜 之 间 成 为“ 网
红”。短短数日，中俄游客与救生
员共同救助三亚溺水者的照片、
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刷屏”，成
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没想到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和
支持，我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
事而已！”3月25日晚，帕斯卡尼·尤
拉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讲述
了自己当时救人的经过。

3 月 23 日下午，帕斯卡尼·尤
拉与家人在三亚大东海浅水区游
泳时，突然听到有人呼救，循声望
见非游泳区域有一名游客正在水
中拼命挣扎，两名救生员迅速跳
入海中展开救援。看到眼前的危
急情景，帕斯卡尼·尤拉顾不上享
受温暖的海水浴，迅速参与到救
援行动中去。

“两名救生员用尽力气将溺水者
拖上岸，我赶紧跑去帮忙，同几名中
外游客一起将溺水者抬到沙滩上。”
帕斯卡尼·尤拉回忆道。

由于长时间溺水，被救者已失去
意识，脸色发青，满口白沫。此时，周
围聚集的热心游客越来越多，有的拨

打110和120，有的则在现场寻找有
经验的医疗工作者。

时间就是生命！溺水者情况危
急，有急救经验的帕斯卡尼·尤拉自
告奋勇参与抢救。

“我第一时间检查溺水者身体
情况，将溺水者的腹部放在膝盖
上，将他的头下垂，然后再按压其
腹部、背部，努力使溺水者将海水
吐出来。”帕斯卡尼·尤拉一边向海
南日报记者描述，一边做动作还原
当时救人场景。由于帕斯卡尼·尤
拉与救生员抢救及时，大约过了七
八分钟，溺水者一口口吐出海水，
慢慢苏醒过来。

“好样的！”面对海南日报记者的
由衷点赞，帕斯卡尼·尤拉露出了羞
涩的笑容。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
退休卡车司机，急救知识是考驾照的
必考科目，以前工作时遇到交通事故
也会参与救援，但救溺水者还是第一
次。他说：“当时情况紧急，我也顾不
上那么多，只希望能快点让溺水者恢
复清醒。”

“三亚不仅气候温暖，这里的人
也很热情。能在这么美的城市中
度假，还有机会帮助他人是一件非
常快乐的事！”帕斯卡尼·尤拉说，
他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堪察加
半岛，当地气候寒冷，这次和妻子
一同来热带滨海城市三亚旅游是

他们梦寐已久的事。
今年57岁的帕斯卡尼·尤拉有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个3岁
的孙子。“天堂般的三亚像诗歌一
样美丽，三亚有很多俄罗斯游客，
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亲切！”帕
斯卡尼·尤拉提起家庭时一脸幸
福，“回到俄罗斯后，我会把在三亚
拍摄的风景图片、视频给孩子们
看，同时也给他们讲讲在三亚救人
的故事，让乐于助人成为一种良好
的家风传承下去！”

爱无国界，情满人间。去年 5
月，一名40多岁的俄罗斯女游客在
三亚街头晕倒，周围市民与民警一起
救助，帮其脱险。当帕斯卡尼·尤拉
听到海南日报记者说起这个故事后，
非常感动。“助人不分国界，我们应该
互助互爱。”他微笑着说，像自己这样
的游客其实也是三亚的一员，应该以
身作则，通过实际行动传递真善美，
让游客的文明友善也成为三亚的一
道美丽风景线。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三亚海滩勇救溺水者，俄罗斯游客帕斯卡尼·尤拉成“网红”，他说——

“游客也是三亚的一员，助人不分国界”

互助无间 大爱无疆

帕斯卡尼·尤拉（右）在记者采访本上留言祝福海南人民。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东方192个村、社区
建立便民服务中心

本报八所 3月 25 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
讯员许雪梅）“有什么困难，只要社区工作人
员知道了，都会主动帮助我们解决。”日前，在
东方市八所镇福民社区，前来办事的居民王
志成这样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目前，东方市
在 10 个乡镇和 192 个村、社区都建立了“一
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把便民服务送到了基层
群众身边。

王志成一家经济收入较低，儿子一直没有
找到工作。王志成把情况向社区干部反映后，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积极牵线搭桥，解
决了他儿子的工作问题，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得
到了改善。

福民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福民社区自
2016年8月成立便民服务中心后，为社区居民
日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有效解决的平台，极大地
方便了这里的居民办事，成了社区干部与基层群
众的“连心桥”。据福民社区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2月份，福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共接待群众
600人次，办理业务约600项，满意率达95%以
上。规范的人性化服务、满意的办事效率，赢得
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本着“让基层百姓办事少跑腿”的服务宗
旨，东方市委组织部不断夯实市、乡、村三级
为民服务工作基础，在全市 10个乡镇和 192
个村、社区建立了“一站式”的便民服务中心，
构建了市、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便民服
务中心实行开放式办公、一站式服务，并推行

“一箱一卡一簿”便民服务机制，简化了办事
程序，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据悉，社区、乡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成立
是东方市委组织部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的具体举措。下一步，东方市将进一步提高
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完
善社区服务设施，解决服务基层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把便民服务真正做到基层群
众心坎上。

2018年全省道路交通
事故各项指数全面下降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宋洪涛 通讯员杨笑）3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海南公安以最严交通执法全
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2018年全省道路交通事
故各项指数全面下降。

据了解，2018年，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各项
指数全面下降，其中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6%，
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为近10年最
低。特别是，各市县主城区平均接处警时间从
4 月份的 15.31 分钟下降至 12 月份的 6.75 分
钟，初步实现了“三个明显上升、三个明显下
降”的工作目标，“路长制”警务机制改革成效
明显；“放管服”改革实现较大突破，“一窗办
理”等18项业务全面落地，受到了群众广泛好
评；“小客车保有量调控”工作平稳运行，机动
车注册登记量呈下降趋势，科学合理控制机动
车保有量得到有效落实。

当前，我省道路交通管理面临摩托车、电
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突出、
农村地区交通管理力量薄弱、货车超限超载治
理成效不明显等“三大风险”。2019年，全省各
级公安交管部门全面推进全省交通安全专项
整治三年攻坚战，推动“路长制”警务机制改革
纵深发展，要狠抓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深
入推进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补齐农村交通
安全管理短板；全面提升交管服务水平，要继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减证便民”行
动，创新服务模式，深化“互联网+交管服务”，
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服务窗口，不断提高群众
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月23日，在定安县定
城镇潭黎村圣女果收购点，
一辆辆农用三轮车载来一
筐筐鲜嫩水灵的圣女果，农
户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搬运、
过秤、分拣、清洗圣女果，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

定安出产的圣女果由
于品质出众，深受岛内外青
睐，目前收购价为每斤6元
左右，收购商每日出货量60
余吨。种植圣女果已经成
为定安农民重要的增收方
式之一。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定安圣女果
大量上市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2019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
意大利站收拍

海南球手林诗栋夺双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国际乒联青少

年巡回赛意大利站的比赛于3月24日凌晨收
拍，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海南球手林诗栋获得了
男子U15 单打冠军和男子U15 团体赛冠军。
这是林诗栋参加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以来
赢得的第一个单打冠军，也是海南自己培养的
本土少年乒乓球选手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男单
冠军。

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是国际乒联一项重
要的青少年赛事，2019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
意大利站共分青年（U18）、少年（U15）、希望
（U13）3个级别。

在U15男团决赛中，中国队战胜了罗马尼亚
队获得冠军。代表中国队参加U15男团决赛的
是林诗栋、陈垣宇、黄友政。

今年15岁的林诗栋是儋州人，8岁开始在三
亚南燕乒乓球俱乐部接受训练，并于2014年底
跟随海南队主教练李蒙赴河北正定县训练半年。

2018年，14岁的林诗栋在2018年国际乒联
青少年巡回赛克罗地亚站U15男团比赛中，代表
国家队出战，最终获得了U15男团冠军。他成为
第一个参加国际乒乓球大赛并夺得冠军的海南
本土乒乓球运动员。

儋州今年将修建
改造114座桥梁

本报那大3月25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王家隆）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儋州市交通局获悉，儋州市今
年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六大工程”，总
投资达34.08亿元。其中，危桥改造
与新桥建设是重点，今年计划修建改
造114座桥梁。

儋州市和庆镇和庆农场七队有
一座“漫水桥”，其实只是在公路下埋
着两根涵管，雨小的时候，雨水从涵
管里流过，雨大的时候，洪水直接从
桥面漫过，给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极
大困扰。

如今，“漫水桥”正在进行改建，
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负责人黄
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新桥长度100
多米，建成后洪水将全部从桥下流
过，今年雨季前有望建成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