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麦常辉（邦溪豪猪养殖合作社的管理员
和养殖技术员）

2.高桂成（阜龙乡“白沙阿成养殖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

3.符南腾（金波乡“白沙山水种养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

4.李桂胜（金波乡牙加村委会五脚猪养殖
产业致富带头人）

5.符永进（南开乡符永进合作社负责人）

6.符小芳（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合作社负责
人）

7.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8.海南省白沙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海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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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有一种信念，像峰峦奇拔，赋予人向
上攀登的勇气；

有一种力量，像山脉绵延，充盈着崇
德向善的山城。

9 月 11 日晚，第二届白沙黎族自
治县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在县文化广场
启幕。在一阵阵如潮水般的掌声中，
一名名来自基层、朴实无华的道德模
范依次走上舞台，接受大家最为诚挚
的礼敬。平凡人，亦能以文明之光，德
耀白沙，一名名道德模范的感人事
迹，也为白沙这座山城树起了崇德向
善的文明风向标，更增添了让人温暖
前行的动力。

道德的力量 感动人心

一次偶然的善举，竟成为延续23年
的“习惯”。刘菊梅是白沙青松乡打炳村
委会妇联主席，也是一名非常普通的乡
村妇女，早在1996年，心善的她，看到邻
居盲人阿婆韦亚凤缺人照料。正所谓

“长者为尊，近邻如亲”，刘菊梅捧着一颗
热心，20多年如一日地为阿婆生火做
饭、洗衣洗澡，不是女儿胜似女儿，将阿
婆当母亲一般悉心的照顾令人动容，助
人为乐的品质广为人知。

与朴实无华的刘菊梅相比，5名原
本互不相识的“路人”黄欢、符加忠、王和
平、徐闻、羊亚平为了挽救一条幼小、鲜

活的生命，在危急时刻，有人想都没多想
就跳下河里寻人，有人搬来救兵，有人第
一时间为溺水的小男孩进行人工急救，
让人看到了这一个个“平民英雄”的果
敢。“该出手时就出手，真是好样的。”现
场观众符海强不禁为这般见义勇为的举
动用力地鼓掌。

当晚，颁奖仪式分为“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敬业奉
献”5个篇章，每个章节都安排播放VCR
短片、念颁奖词、现场访谈、颁发证书、致
敬礼赞、文艺表演等环节。舞台上，当掌
声响起时，现场观众不时泛着泪花，无论
是凡人善举，还是平民英雄，台上13名

道德模范一幕幕感人的事迹，深深地感
动与激励着你我他。

榜样的感召 向善向前

“积小德为大德，聚细流为江河”，作
为一座向善之城，道德的正能量充盈着
山脉绵延的白沙山城。

为褒扬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
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

“凡人善举”，引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道
德建设，动员人民群众参与道德实践，倡
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今
年3月初，白沙县委、县政府启动第二届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经过宣传发动、基
层推荐、部门筛选、评委评选、社会公示、
县委审定等程序，共有13人获得本届

“道德模范”称号，其中，评出“助人为乐”
模范刘菊梅、钟黎明，“见义勇为”模范黄
欢、符加忠、王和平、徐闻、羊亚平（集
体），“诚实守信”模范朱晓保，“敬业奉
献”模范王少莲、符丽珍，“孝老爱亲”模
范唐晓慧、符毓卿、刘文心。

“偏远农村再清苦，但孩子们就是乡
村的希望，总要有人留在这里教书，我不
能走！”面对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面对
着一次又一次诱人的“跳槽”机会，选择
留在乡村教书，这是获得“马云乡村教师

奖”的王少莲坚定的选择。17岁的儿
子，原本应该到了可以展翅高飞的年龄，
但环卫工符毓卿17岁的儿子，却“连走
路都不会”。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家境
困窘的符毓卿，面对着丧夫的噩耗，她毅
然地扛起家庭重担，一人打两份工，17
年如一日地细心照料着先天性脑瘫的儿
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她一次又一次
咬着牙根点亮了儿子生命的灯火，这份
母爱让人动容、起敬。

不难看出，上述一名名道德模范大
多来自于白沙最基层，他们没有让人艳
羡的头衔，也没有追名逐利的心机，但
就是这样一直默默无闻坚守在偏远山
区，或是“冷门”岗位，一干就是数十年，
无关血缘，不为名利，他们心怀着对人
性向善的追求，对白沙乡土的挚爱，以
一个个平凡人的身份，留下了一段段不
平凡的事迹。他们在新时代，用如火的
热情，生动地诠释着“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
道德内涵，让我们感受到道德的力量、
善良的价值、人性的美好。

文明的滋养 催人奋进

“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是道德
模范人物最大的社会意义。”白沙黎族
自治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

据悉，近年来，白沙大力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建设“美丽新白

沙”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和推动社会文明
大行动、创建文明岛的重要抓手，成立了
县道德模范评选委员会，出台了评选表
彰道德模范实施办法，旨在广泛宣传道
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
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
好生活的创造者。

白沙县委、县政府要求，面对新时代
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白沙要以
这次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为动力，弘扬道
德之美，引领时代之风，迅速掀起学习、
崇尚、争当道德模范的热潮，让道德风尚
在白沙山城蔚然成风，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建设美好新白沙提供强大的精神力
量，为助力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丰润的道
德滋养。

掌声不断，感动升温，颁奖晚会在歌
声中落下帷幕，但温暖在大家心底流淌，
榜样的故事正在广为传颂，道德的力量
正在润泽心灵，我们坚信，榜样的力量一
定能给白沙这座山城新添更多前行的动
力，也正在催人奋进。

据悉，当晚还颁发了白沙脱贫攻坚
2018 年度“奉献奖”“奋进奖”奖项、
2018年度白沙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
人等。本次活动由白沙黎族自治县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办，中共白沙县委
宣传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都市报
承办。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

第二届白沙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举行

文明之光 德耀白沙

道德模范事迹

1.符志郑（阜龙乡那查村委会那查村）

2.符忠顺（青松乡打松村委会牙佬村）

3.符明庄（南开乡牙佬村委会南兰一队）

4.符 伟（荣邦乡俄朗村二组）

5.李可祥（元门乡红旗村委会红旗村）

6.符福云（牙叉镇对俄村委会二队）

7.田树贤（打安镇南达村委会南达村）

8.王常妹（七坊镇照明村委会朝供一组）

9.麦巨仁（七坊镇南洋村委会南洋二组）

10.张亚力（七坊镇阜途村委会阜途二组）

白沙脱贫攻坚2018年度
“奋进奖”表彰名单

制图/王凤龙

事迹：“黎家传奇”是朱晓保全身心
打造的海南黎家原生态山兰糯米酒的
品牌，原料是来自青松乡贫困户种植的
山兰米，从加工酿造到窖藏发酵，均采
用最为原生态的黎族传统方法，如今省
内外的订单越来越多，“黎家传奇”原
生态山兰酒市场行情也越来越走俏。
虽然酒越来越受欢迎，朱晓保仍坚持
古法酿造，新酒必须经过一年窖藏，两
年后才可以出缸，他用诚信经营书写
黎家小伙的传奇芬芳人生路。

颁奖词：归来不是目的，而是新
的开始。游子归家兴故里，片片山水
丝丝情，多少人眷恋乡土，乡村振兴
就有多大的力量，乡愁让你成为先行
者，乡愁也能让无数人，走上乡村振
兴之路。

游子振乡村

朱晓保
（白沙邦溪黎家山兰酒坊总经理）

见义
勇为 危难伸援手

黄欢、符加忠、王和平、徐闻、羊亚平（集体）

事迹：2017年4月11日，白沙对俄村8岁孩子符程锦意外落水，当时，路过
此地的白沙七坊镇白打村村民羊亚平、白沙人民法院副院长徐闻、白沙司法局
干部王和平、白沙同城广告职工黄欢以及同事符加忠接力抢救，与时间赛跑，
最终成功将孩子救出水面，并第一时间进行人工急救，最终挽回了一条鲜活的
生命。人命关天，5名路人萍水相逢，但在危急关头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施
救，此举彰显了白沙好人品格。

颁奖词：一声呼喊，伸出援手，万万步追身心切；水花激荡，化险无形，霎时
间落地重生。那一刻，生命被挽回，人心有激励。那一天，古朴的道义再一次
被点燃，自你们心中流淌，充盈一方百姓。

助人
为乐 贴心护盲婆

刘菊梅
（白沙青松乡打炳村委会妇联主席）

事迹：一次偶然的善举，竟成为延
续23年的习惯。在青松乡一个绿树环
绕的乡村里，有着令人动容的善事。刘
菊梅，一名普通的乡村妇女干部，20多
年来一直照顾着邻居盲眼阿婆，为这名
低保户老人生火做饭、洗衣洗澡，生活
里许多细微的小事，她都始终如一地把
盲眼阿婆照顾得妥妥当当。

颁奖词：化身为光，你是刺破人
生黑暗的利剑；护佑盲婆，失明的晚
年有你就有了幸福。二十三载光与
热，杖朝之年幸不孤。一颗热心，是
菊梅开出的君子花，是绵绵乡邻里，
传颂不息的佳话。长者为尊，近邻如
亲，不是女儿胜似女儿，刘菊梅将韦
亚凤阿婆当母亲般的照顾令人动容，
而这也是对孝老敬老最好的诠释。

热血换新生

事迹：血液是人体的“生命之源”，
因此显得格外宝贵。钟黎明在过去14
年里，每年坚持献血1至2次，合计捐献
血液9600毫升，这数字几乎是2名成年
人的总血量。正是因为多年来坚持无
偿献血，他也获得了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金奖等荣誉称号。如今，随着年龄的限
制，钟黎明献血机会越来越少，但他已
经想好了，打算结合自己对献血的切身
体会，去宣传发动更多人加入献血队
伍，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贡献。

颁奖词：血液流淌着力量，送给
不相识的困顿者，它是勇气与新生的
宣告。热血有义，素昧平生挽忠良；
热血饮情，救人为信不相移。你让一
片心意成楼宇，筑成生命广厦，黎明
之际，送来新的人生。

钟黎明
（白沙人社局主任科员）

敬业
奉献 清苦守花蕾

事迹：为了乡村的孩子们，王少莲
放弃了大城市的安逸生活，义无反顾
地选择离家很远的乡村教书。10 年
间，她本可以调回离家近的岗位上工
作，却依旧安心留在乡村，扎根农村教
书育人。2018年，王少莲获得了“马云
乡村教师奖”。曾经的点滴付出迎来
收获。10年光阴，王少莲始终坚守着
教书育人的崇高师德，描绘出了山区
孩子的灿烂未来。

颁奖词：山路绕啊绕，师恩盘山
岭。小小一方讲台，你站成乡村教育
的基石；青葱岁月花样年华，你甘愿挥
洒绿水青山之间。只因你明白，这是
你的阵地，守住它，就能守住乡村孩子
的未来，守住它，就能守成基层教育最
坚固的根基。

王少莲
（白沙荣邦乡中心学校教师）

悬壶济世长

事迹：29年驻守山村，为乡民百姓
寻医问药，符丽珍用双脚丈量每一寸
土地。从稚气未脱的医学院毕业生，
到如今仁心仁术的乡卫生院院长，符
丽珍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乡村医生这
一看似不起眼的岗位上。随着乡村基
层医疗条件逐年好转，符丽珍感到无
比欣慰。如今，她希望有更多年轻医
生投身基层，为更多的老百姓带来更
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颁奖词：行医二十九载，行的是医
者仁心。在你眼中，偏远山区，不是卫
生的“死角”；寂寞清苦，不是退缩的理
由。古道热肠，妙手回春，悬壶济世万
年青，白袍裹身山河老，处方笺上写满
你的坚持，一片乡邻称赞，就是无声岁
月最好的回馈。

符丽珍
（白沙阜龙乡卫生院院长）

孝老
爱亲 嫂娘比母恩 家困不离弃 婆媳母女情

事迹：开朗、乐观，脸上始终挂
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是唐晓慧
给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唐晓慧
育有3个孩子，然而，2017年10月，
自家叔叔突发脑淤血去世，留下 2
个孤苦的孩子，当时大的小孩 3
岁，小的只有 1 岁，困难关头，她给
这 2 名孩子当起了“嫂娘”。她说，
今后将会不离不弃担当好“嫂娘”，
努力为这 2 个孤苦的孩子撑起一
片天。

颁奖词：血缘，无法定义这段亲
情。视如己出，只是一生呵护的开
始。你修补了孩子的童年，一声长
嫂如母，是无私的母爱。你用温情
守护，见证岁月流转，你就是自己的
灯塔，你让自己成为太阳。因为，你
是母亲。

唐晓慧
（白沙邦溪镇付俄村村民）

事迹：靠着微薄的收入和坚韧的母
爱，符毓卿17年如一日地照料着先天性
脑瘫的儿子。尽管孩子已近成年，但他
还是没办法站起来。就这样，每天的吃
喝拉撒都落在符毓卿的肩膀上。天有不
测风云，今年4月，符毓卿的丈夫因病离
开人世，家里缺了“顶梁柱”，符毓卿如今
要打两份工，才能勉强支撑起这个家。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符毓卿为儿子撑起
了一片蓝天，点亮了他生命的灯火，也为
母爱写下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注脚。

颁奖词：你的目光，从未离开这个
家。你的心，始终放在这里。贫苦，沉
疴，不动摇，永相随；不幸，噩耗，勿松
手，意难离。孩子的苦难，有你，甚幸；
家庭的变故，有你，甚幸。一个女人的
坚强，足以撑起一个家，拂来一抹最温
情的家风。

符毓卿
（白沙玉禾田公司环卫工人）

刘文心
（白沙金波乡白打村村民）

事迹：刘文心是金波乡白打村
村民，她既是家里的顶梁柱，同时也
是家中老人的精神支柱。当丈夫手
术、儿媳外出务工时，刘文心即便是
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疾病，疼
得直不起腰来，她也依旧用自己的
努力坚持撑起这个家，她几十年如
一日悉心照料婆婆的举动已被街坊
邻里广为传颂，刘文心用博大的胸
怀和仁厚的挚爱，换来了人间至纯
至爱、至善至孝。

颁奖词：最微妙的关系，最两
难的相处，你含笑面对，相信一颗
心，一定能贴近另一颗心。当人生
夕阳，你是那个永不抛弃的人，轻
轻抚慰孤老心，点点化作女儿情。
你是榜样，你是模范，你的一生，就
是孝道。（本报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 通讯员陈权整理）

左一羊亚平亲戚代领，左二王和平，左三徐闻，左四黄欢，左五符加忠。

第二届白沙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现场，道德模范合影留念。特约记者 吴峰 摄

第二届白沙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上的文艺
表演。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陈卫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