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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袁宇

琼海市是一座爱心充盈的城市。
“美在心灵”大学生支教志愿者协会的
一群琼海普通市民和新琼海人，十多
年如一日帮扶贫困学子。“到今年5月
底止，协会共有650多名志愿者，以捐
资助学等方式，参与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活动。”琼海“美在心灵”协会发
起人之一的王辉敏说，2008年至今年
5月，募捐助学善款共278万元。

2017年底，琼海成功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开启新时代文明创建的新征
程。持续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深化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需要每个市民参
与和奉献。“美在心灵”协会志愿者汇
聚点滴爱心的凡人善举，绽放文明城
市耀眼的光芒。

以爱心阻止贫困现象
代际传递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琼海普通
市民和新琼海人加入“美在心灵”协
会，资助贫困生，以爱心阻止贫困现象
代际传递。2008年，琼海“美在心灵”
协会募捐助学善款仅3万多元；2018

年飙升到81万元；今年前5个月已达
47.9万元，全年可望首次突破100万
元。捐资助学的点滴文明之举汇聚起
来，成为文明琼海的亮丽风景。

“美在心灵”协会“90后”志愿者
周士雄是一位充满爱心的青年，他想
出更有效的资助贫困生办法：一对一
帮扶上进肯学的贫困生，从小学一直
帮扶到大学。读小学时一学期帮扶一
个贫困生2000元；读初中和高中时一
学期帮扶6000元；读大学时负责全部
学费和生活费。贫困生大学毕业参加
工作后，就能彻底改变家庭的贫困命
运，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一对一
的帮扶需要较多的钱，但他认为资助
培养一个将来能为海南、为社会做贡
献的人，花10多万元值得。

今年4月，周士雄在博鳌镇中心
小学找到资助对象——六年级的贫困
生王廷奋。王廷奋的母亲患有癫痫
病，失去劳动能力，父亲缺乏技能，种
地收入很少，家里因病、因学致贫。周
士雄决定资助他一直读完大学，今年
5月，第一笔资助款2000元已交到王
廷奋手中。

王廷奋用这笔钱买了一些老师
推荐的书。他立志发奋学习，要考上

高中和大学。他感激地说：“在这么
多学生中，我幸运地得到志愿者的资
助，我一定好好学习，做个对社会有
贡献的人。”

让偏远山区学生吃上
免费午餐

爱心和奉献是新时代文明建设的
主旋律，也是全社会的共识。王辉敏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帮扶偏远山区
薄弱学校的贫困生时，涉及到需要帮
扶资金较大的项目，自身资助力量有
限的“美在心灵”协会，会寻求与国内
大型慈善机构合作，解决帮扶偏远山
区贫困生的难题，用爱心传递文明。

会山镇中心学校加略小学是琼海
最为偏远的乡村小学之一，距离琼海
市区近70公里。校长李少萍介绍，家
离学校最远的学生要走半小时才能到
学校，家长经常凌晨上山割胶，学生没
吃早餐就到学校上课，中午空肚子走
回家吃饭。王辉敏和志愿者了解到学
校这种情况后，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从2015年9月开始，给学生和
教师提供免费午餐。

“今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继续

资助，提供免费午餐。”李少萍说，买菜
花多少钱，学生吃的什么菜，每天都在
微博公开，“有了免费午餐，孩子们中
午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还有时间在
学校午休，下午上课精力足。”

会山镇加略村委会3队的盘建安
家是贫困户，儿子、女儿都在加略小学
吃了4年的免费午餐。盘建安的女儿
坟智玉说：“鸡、鸭、猪肉都有，比家里
的饭菜好。”盘建安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免费午餐解决了贫困户的大难题，
减轻了家里一部分经济压力，他在山
上干活更安心，“不会总想着赶回家为
小孩做午饭。”

帮扶贫困生家庭进行
危房改造

大量新琼海人加入“美在心灵”志
愿者队伍，与琼海市民志愿者爱心接
力，帮扶解决贫困生家庭面临的大难
题，将全国文明城市的正能量不断传
递下去，提升琼海深化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的整体水平。

博鳌镇田埇村春和村民小组的吕
妹单目失明，她丈夫患癌症去世，2个
小孩在上学，家里因病、因学、因残致

贫。50年前盖的旧瓦房漏水、房梁腐
朽。她家是今年危房改造对象，政府
补助5万元资金，但她家建新房还缺4
万多元。

来自黑龙江的李云合是个热心
人，也是博鳌融创金湾小区“美在心
灵”志愿者的牵头人。今年4月 20
日，他从博鳌镇有关部门获悉吕妹家
的情况后，当晚在小区230多名新琼
海人志愿者的微信群里发起募捐。他
发动志愿者转发募捐信息、积极参与
募捐。美国华侨童铭轩捐300美元，
潭门人蒋翔捐2000元，其他志愿者有
的捐100元、有的捐50元……3天内
就募集到善款5.3万元。来自江苏的
新琼海人志愿者王玲说：“帮扶她家建
新房脱贫，她家就有了希望。文明要
大家来传播。”

4月24日，吕妹家的新房开工兴
建，近日新房已封顶。李云合说：“4
万元给她家建新房。剩余 1.3 万余
元，将全部用于帮助她女儿和儿子以
后读书。”

吕妹的女儿卢菊说：“感谢‘美在
心灵’志愿者的帮助，我长大了也要当
志愿者，回报社会。”

（本报嘉积6月9日电）

琼海“美在心灵”协会650多名志愿者倾注爱心帮扶贫困学生

凡人善举 绽放文明城市光芒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6月5日一早，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元门乡元门村，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唐龙波匆匆吃下几口早餐，就带
着养殖管理员王光洪等人忙着加固水
塘堤坝，因为再过一阵子，首批数千尾
澳洲淡水龙虾虾苗即将在元门村“落
户”，需提前做好堤坝防护措施。

“你看，这几天我们已经在这个水
塘投放了1万多节竹筒，这可是澳洲
淡水龙虾脱壳成长的‘庇护所’。”唐龙
波介绍，竹筒切割的长度有讲究，按照

养殖技术人员要求，每节竹筒长约36
厘米，刚好能容纳两只龙虾在竹筒里
安全度过脱壳成长节点。

据悉，元门村有332户村民，其中
137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截至去年底，
全村仅剩下3户未脱贫，但村集体经济
仍然十分单薄，“空壳村”症状明显，缺
乏支柱产业。“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兴旺
是重点。”今年2月底，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选派唐龙波担任元门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到岗之初，他
就多琢磨、勤走访、积极与村“两委”班
子谋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产业。

唐龙波说，村集体拥有3个水塘共
计15亩，原先租借给他人养殖淡水鱼，
但效益并不明显，应考虑盘活这片水
塘，发展高效产业。“白沙生态环境好，
元门村也比较靠近白沙县城，引流山
泉水用来发展水产养殖无污染，大家
都觉得这项目可行。”他介绍，经过白
沙扶贫部门引荐，今年3月份以来，元
门村“两委”班子与乡村振兴工作队接
洽海南一大型水产养殖企业，并多次
赶赴该企业设在海口、澄迈等地的养
殖基地实地调研。经过努力，双方已
经达成合作协议，该水产养殖企业负
责提供虾苗、技术指导、食料供应，并
承诺保底价“包销”。

按照测算，15亩水塘可以投放10

万尾虾苗，成长周期为4个月左右，每只
成品虾至少重达0.2斤左右，企业承诺
按每斤不低于50元收购，扣除各项成
本以及养殖存活率，每年可为村集体带
来大约30万元的经济效益。“谋划产业
急不来，毕竟是一个新鲜的产业，我们
先选一个水塘当试点，多攒点经验再鼓
励村民们投工投劳，一起努力扩大养殖
规模。”唐龙波说，澳洲淡水龙虾养殖项
目已制成可行性报告，上报至白沙有关
部门审批，争取资金支持。

在谋划水塘养殖产业的同时，元
门村“两委”班子与乡村振兴工作队也
在齐力加速盘活村里的百亩撂荒地，
规划打造百香果种植示范基地。“截至
6月初，村里整合了大约104亩土地，

共涉及51户农户，前期的土地平整工
作已经启动了。”元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永近介绍，目前元门村
已经与海南一家农企达成合作协议，
鼓励本村农户以土地入股，每亩每年
可获保底分红500元，企业还将优先
雇佣本村劳动力参与种植管理，有效
提高收入。唐龙波说，按照规划，首批
百香果果苗将于年内栽种,成为帮助
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

在唐龙波看来，乡村振兴谋划产
业不容易，既要多走访，勤调研，摸清
摸透村情民意，也要集思广益，科学评
估产业市场，只有这样，乡村产业振兴
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敞。

（本报牙叉6月9日电）

白沙元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谋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产业

盘活水塘养龙虾 整合荒地种“金果”

海口市第一军休所
开展主题活动
扶学扶智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口市第一军休
所联合海口市旧州镇委、镇政府在该镇红卫村开
展了“助力乡村振兴扶学扶智”——“六一”儿童
节党员志愿者探访捐赠慰问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共捐赠了练习本、书包、笔盒、水彩
笔等224份学习用品，以及篮球、排球、跳绳等体
育用品。该镇负责人说，感谢海口市第一军休所
的爱心捐赠，真诚的关爱和无私的帮助，不仅给学
生们带来了物质帮助，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奋发向
上的精神动力。

3位老人海上遇险
东方警地联手火速营救

本报八所6月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曾
群飞）6月9日下午，在东方市海域，3位老人乘坐
皮划艇在海上游玩，不料风浪太大导致马达故障
失去动力被吹到海域深水区。东方海岸警察支队
八所港派出所联合渔监执法大队火速赶往被困现
场，成功将3位老人救上岸。

据了解，9日15时许，接到110指挥中心救助
警情指令后，八所港派出所迅速启动涉海部门联
勤协作机制，联合渔监执法大队，出动8人驾驶搜
救艇前往目标海域进行搜救。15时30分左右，
搜救小组在距离海岸线3海里左右的海域发现了
飘在海上的皮划艇和3位被困老人。随后搜救人
员将老人转移上搜救艇上，并用绳索固定好皮划
艇，随后返回岸边。

第一百三十五期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讲述如何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陈卓
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如何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老乡”受益，
一直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课
题。6月10日20时，海南经济频道将
播出第一百三十五期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邀请海南正和职业培训
学校校长姚佩君作为主讲嘉宾，介绍
如何多措并举加快发展村集体经济。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本期课堂
中，姚佩君将结合自己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本号镇开展培训的工作经历，讲述她
如何帮助本号镇多个村以建立企业的
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确立各自的产业
发展方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等。

据悉，本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还将于6月10日20时30分在三沙卫
视、6月16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
播出。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进行收看。

本报海口6月9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任桐）6月9日，海南
爱心扶贫网第三十一期销量排行榜
和订单排行榜公布，销量排行榜上，
海南农垦以606.3万元稳居排行榜第
一名，陵水位列第二，澄迈位列第
三。在订单排行榜上，琼海忠锐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以9132件
的销量继续保持第一。上期排行第9
位的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牛肉，本周销量有所增加，排名跃
升至第八位。同时，本周恰逢端午佳
节，爱心扶贫网粽子销量提升。

据悉，海南爱心扶贫网在端午佳

节之际，特别推出“浓情端午，品味出
‘粽’”主题活动，通过三个栏目，为消
费者严选端午好粽，有效助力粽子销
量提升。其中，“材华出‘粽’”栏目推
荐了粽子的礼盒装系列，分别有三亚
后靠苗寨彩虹粽+苗寨山兰米酒、定
安贫困户陈开道的纯手工黑猪肉粽

子、屯昌海南老礼堂黑猪鲜肉粽等产
品；“万水千山‘粽’是情”栏目推荐了
口味各具特色的“花式”粽子，包括羊
肉粽、五色粽、黑猪蛋黄粽……；“不
忘初‘芯’，方得始粽”栏目推荐了海
南特色的蛋黄粽以及配粽子的蜂蜜
和茶叶。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建设地下式水质净化中心

海口滨江西片区
污水将有新出路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许晶亮）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海口市琼山区宣传
部门获悉，该区滨江西片区将启动建设地下式水
质净化中心项目，项目建成服务范围包括高登西
路、高登东路、兴丹路、文坛路、凤翔路、椰海大道、
滨江西路、新大洲大道等区域，总汇水区域为
14.38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16万人。

据了解，滨江西地下式水质净化中心项目选
址工作自2017年开始展开，经过多次现场踏勘，
期间邀请环保部门专家进行现场调研，同时结合
滨江西片区现状污水管网敷设情况，和环保规划、
国土的部门意见，最终于2018年底确定选址在滨
江西路与新大洲大道交叉口的海南花卉大世界
内。项目选址距周边居民区距离大于230米，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目前，琼山区滨江西片区没有建设污水处理
厂，该片区服务范围约14.38平方公里收集的污
水均通过雨污合流的形式就近排入水体。海口市
水务部门为积极改善该片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将
该片区收集的污水通过临时新建河口溪4.5万吨
和响水河0.35万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进行处
理，但出水水质依然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级A
排放标准。

为真正解决滨江西片区的污水出路问题，确
保海口市水体整治的效果，改善周边居民的居住
环境，海口市政府决定修建滨江西地下式水质净
化中心。滨江西地下式水质净化中心项目占地
66亩，总规模为9.5万立方米/天，一期设备按7
万立方米/天安装，二期工程根据水量增长情况
再安装2.5万立方米/天设备。此外，滨江西地下
式水质净化中心将选用振动小、噪声低的鼓风
机、水泵及其他配套设备，将所有设备设置于箱
体内，通过厂房隔声等措施，不会对周围居民产
生噪声影响。

此外，滨江西地下式水质净化中心建设后，厂
区地面可根据需要设置单层的花卉商铺，解决当
地居民就业问题，其余厂区覆土约1.5米，种植各
类花圃、苗木等绿化植物。

三亚领航鲸救援进行时

80多名潜水员轮班陪护
本报三亚6月9日电（记者林诗婷）6月7日

晚，一只搁浅在三亚市崖州区海域的领航鲸在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救助下，成功运送至半山半岛
帆船港码头。这几天，三亚搁浅领航鲸的救援行
动受到广泛关注。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从中科
院深海所获悉，该领航鲸仍在接受治疗，截至目
前，已有80多名潜水员自愿报名加入救援，轮班
下水陪护，配合医疗团队做好救护工作。

6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中科院深海所海上
鲸豚救护平台附近海域看到，救援工作人员及志
愿者正在给鲸鱼进行治疗。该平台围上了一层黑
色的防晒网，避免日光直射网箱中的鲸鱼，造成其
脱水。

“救援搁浅鲸鱼的消息发布后，截至目前已有
80多名潜水员报名，并制定了轮班制度，一天排4
班，每班6小时。有些志愿者一直守在救护平台
上，连续陪护领航鲸达40多个小时。”三亚蓝丝带
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说，报名的志愿者都
是持证上岗的专业潜水员，需要看护鲸鱼、时刻观
察它的状态、测量体温等，并协助医护人士做检查
和治疗。

目前，经过近两日的治疗，领航鲸身体尚未恢
复，救护人员、爱心志愿者仍投入到紧张的救援行
动中。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现面向社会各界
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报名联系
电话13976162780。

文琼高速：

预计本月完成
全线路面施工

6 月 9 日，俯瞰文琼高速文昌
段。目前文琼高速已进入沥青上面层
施工阶段，预计本月可完成全线路面
施工任务。

据了解，文琼高速全线路面施工
完成后，交安、绿化等各项配套工作也
会随即启动，力争整体工程提前完
工。项目完工后将会串联起文昌与琼
海市滨海旅游资源和架构琼东北滨海
旅游大通道，对促进两地大旅游品牌
融合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三十一期榜单公布

端午期间粽子卖得好

扫码登录
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阅号

扫码登录
海南爱心扶贫
网商城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
「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的跑海咸鸭蛋

累计销售量（件）
9132
8773
5512
4744
4373
3841
3584
2490
2426
2160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定安
海口
白沙
乐东
临高
万宁
保亭

金额（元）
6063006.94
5543232.91
4944028.78
3548041.70
3395539.08
2543272.74
2253247.94
1952438.11
1223089.21
1088246.85

备注：

以上排

名根据海南爱

心扶贫网数据

进行统计。统

计时间：2018

年10月16日

至2019年6

月9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三十一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三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