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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龙
无私奉献

出谋划策改变村貌

说起冯坡镇湖淡村的美丽“蝶变”，就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云天龙。

前些年，湖淡村和很多农村一样遍地
都是生活垃圾，沟渠河塘污水横流，苍蝇蚊
虫较多。在海口经商的企业家云天龙回到
老家看到这样的情况后不禁心里着急，为
了改善村庄的人居环境，他每个周末都开
车回到村里，为村里的环境治理、垃圾分类
等奔走忙碌。因此，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
为“周末村长”。

在云天龙的带动下，湖淡村不仅村容
村貌大改观，村民还推广起生活垃圾分类，
使得湖淡村彻底从一个脏乱村变为乡村环
境治理的“明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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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榕

敬老爱老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45岁的王榕家住东路镇东路村篷古
村民小组，在东路镇敬老院工作至今已7
年。虽然不善言辞，但她凭借自己的真心，
成为许多老人心目中最亲的人。

东路镇敬老院内居住的14名老人年
龄都在70至95岁之间，大多数都是五保
户，无儿无女，其中不少人性格偏执、孤僻，
很难照顾，但她从不气馁和抱怨，细心将老
人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王榕总能用最
朴实的语言，最温馨的举动，融化和温暖这
些老人的心。她说：“我从没有放弃过，帮
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我会尽我所能，做好
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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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环卫局河工组（集体）

文昌河上的
“清道夫”

有这样一个班组，他们承担着文昌河
的“美容”工作，多年来默默地完成各项清
洁捞拾任务。他们不惧酷暑和寒冬，辗转
于长约4公里、均宽不足30米的城区河段
中，甘为文昌河的“清道夫”，他们就是市环
卫局河工组。

市环卫局河工组是一个由13名护河
工组成的团队，自1997年组建以来，他们
默默承担着打捞文昌河上垃圾、杂物的工
作，至今已经22年。

在工人的努力下，大家每天从河中捞
出一吨左右的垃圾，确保了河面的清洁。
今年，文昌市环卫局河工组荣获全国“工人
先锋号”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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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供电局（集体）

万家灯火
用心点亮文昌城

一直以来，越是恶劣天气，电网人越是
奔波在抢修的路上。在今年第七号台风

“韦帕”登陆文昌前，文昌市供电局早已做
好充足准备，组建好了一支253人的应急
队伍，还准备了总价值1000多万元的应急
物资。受台风影响，当时文昌电力线路跳
闸22条，影响用户达35万户，但是经过电
网人顶风冒雨的全力抢修，受台风影响导
致断电的地区当天就基本恢复了供电。

平时，文昌市供电局还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贯彻落实“五保户”“低保户”免费供
电政策，截至2019年 6月底共完成9085
户“五保户”和“低保户”免费电业务办理，
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与关怀。

（李佳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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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岸军

从部队到地方
不忘军人初心

1999年，史岸军从部队转业到文昌市
防疫站工作。

2019 年 2月，他到东路镇大宝村担
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不管是在部
队，还是在基层，他始终保持着“人民子
弟兵为人民”的情怀，以一颗赤诚之心，
服务于群众。

作为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为摸清村
情，谋划乡村振兴之路，史岸军挨家挨户走
访，实地调研，狠抓脱贫攻坚、人居环境整
治等各项工作，恪尽职守，即使生病，也坚
决不离开自己的岗位，留下了“拼命三郎”
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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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强
用一只手
挥就大梦想

1965年出生的黎玉强，3岁时因为一场
车祸，永远失去了左臂。命运的打击没有让
她消沉，她乐观开朗，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打
乒乓球。30岁那年，她开始接受正规的乒乓
球训练，6年后如愿进入国家队。

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黎玉强以坚强
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和女
子单打铜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更实现了
海南选手残奥会奖牌“零的突破”。在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她又荣获乒乓球女
子级别单打第四名。

如今，离开赛场，黎玉强担任文昌市业
余体校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乒乓球总教
练，像慈母一样，默默关心和鼓励残疾孩子
们。多年来，她指导的残疾人运动员在国
家、省级赛事中多次获得荣誉。

3

丘耀南
热衷公益事业
将爱洒满人间

丘耀南是广东揭阳人，2006年来到文
昌翁田开了一家超市。2014年超强台风

“威马逊”过境后，来自省外的蓝天救援队
到翁田开展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让丘耀
南产生了创建民间救援队的想法。从此，
他走上了公益之路。

2016 年 4月，在文昌市应急办的支
持下，文昌市蓝天救援队（筹建队）正式
成立。

几年来，积极投身其中的丘耀南主动
拿出商行部分收益投入活动，曾参与多起
溺水打捞工作，数次走进校园举办防溺水
讲座，两次组织“用心关爱、让爱回家”黄手
环免费发放活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火箭
发射期间，他还和队员们自发到观测点周
边开展安全保障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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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国庆
不离不弃

悉心照顾瘫痪弟弟

50多年前，在符国庆刚出生几个月
的时候，他的父亲不幸去世，无奈之下
母亲将他送到文教镇昌福村符树桃家，
由符树桃收养。

符树桃的儿子符策健因为小时候患脑
膜炎留下终身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随着养父母相继去世，照顾符策健的
担子落在了符国庆的身上。他一扛就是数
年，从来没有抱怨过，哪怕要他放弃个人婚
姻，他也从没想过放弃这位其实跟他并没
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听说符国庆的困境后，他的亲生母亲
和两个哥哥曾经寻到昌福村来，希望他回
归家庭，但被符国庆一口回绝。

他说：“弟弟需要人照顾，我不能离开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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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曙
立下誓言

做一名好医生

夏曙，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2011
年，他主动请缨赴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工作；2016年，他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第
17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赴青海支援；2018年
8月，刚刚结束了青海支援工作的他又作
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派出的专家常驻文昌，担任同济文昌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职务。

常年外驻，对于夏曙来说，意味着不能
经常陪在家人身边，但他无怨无悔。作为
同济文昌医院的管理者，他积极引进先进
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理念，同时不断引进人
才，加强对医疗业务骨干特别是青年业务
骨干的培养，努力将同济文昌医院打造成
三级甲等医院，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
业精神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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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佑文
捐资助学兴教育
慈心善举暖人心

罗佑文出身贫苦，参军退伍后通过自
身奋斗，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此后，便
一直将奖教助学作为自己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积极付诸行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罗佑文与文昌中
学结缘。他大力支持学校的教育慈善工
作。短短几年间，向文昌中学教育慈善会
捐资金额达1000万元，每年向300多位
贫困学生发放生活补助，人均受助金额达
4000元。

除了资助贫困学生外，罗佑文始终
关注着文昌中学的发展，帮助改善办学
条件。目前，文昌中学图书馆改建工程
正在实施，校园里的佑文容园、玉阳文
化广场等多处景观都饱含着罗佑文的深
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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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10月10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秋风送爽，椰果飘
香。10月10日晚，2019年文昌道德模
范暨第三届“感动文昌”十大人物颁奖典
礼在文昌中学举行。一段段感人的故
事，一个个平凡的名字，散发着凡人善举
的光和热，湿润了台下观众的眼睛。

晚8时，颁奖典礼在开场舞《感恩

的心》中拉开序幕，歌曲《爱的奉献》、
歌伴舞《爱在天地间》等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一位位平凡而闪亮的人物带
着沉淀于心的那份感动走来，一张张
朴实的面孔，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
曲曲精神文明赞歌让场内外的观众感
受到心灵的洗礼和震撼。获奖人物的
真善大爱，让观众眼含泪水。表达赞

许和尊敬之情的掌声在现场一次又一
次响起，经久不息。

2019年“感动文昌”十大人物暨第
三届文昌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于今年5
月正式启动，历经提名推荐、群众投票、
评委会评审等阶段，最终产生2019年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10名、“感动文
昌”十大人物提名奖2名、2019年文昌

道德模范7名。其中，2019年“感动文
昌”十大人物包括：罗佑文、黎玉强、丘
耀南、符国庆、夏曙、史岸军、云天龙、王
榕、文昌市环卫局河工组（集体）和文昌
供电局（集体）；“感动文昌”十大人物提
名奖获得者是潘雄、王羽雪；2019年文
昌道德模范是陈日能、林尔权、郑欢欢、
陈丽洪、梁瑜、潘孝义、符欢。

凡人善举聚大爱，尚德之风暖文
昌。文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娇
慧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表示，有2100多
年悠久历史的文昌，自古以来以德为
美、以信立城。近年来，文昌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连续3年
举办文昌道德模范暨“感动文昌”十大
人物评选活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

关怀、关爱道德模范和“感动文昌”人
物，推动全社会敬仰道德典范，弘扬社
会正能量，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
文昌国际航天城凝聚强大合力，必将
谱写出新时代文昌发展的壮丽凯歌。

此次活动由文昌市委、市政府主
办，文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承办，
文昌市广播电视台、文昌报社协办。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多年来，文昌市涌现出一批批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
文昌市连续3年举办的道德模范和“感
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活动，让我们看
到平凡的生命绽放出的人性光辉，纯
粹的奉献也让我们重拾感动。

他们中，有的人用满腔的热情恪
尽职守，讲述着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

当；有的不怕苦、不怕累，默默无闻，以
涓涓善举书写人间大爱；有的干一行、
爱一行，十几年如一日，靠勤劳的双手
擦亮文昌这座城市的妆容。

10月10日晚，2019年文昌道德模
范暨第三届“感动文昌”十大人物颁奖
典礼上，文昌人民见证了向“感动”致敬
的时刻。一个个闪耀的名字，刻写了时
代的温度；一串串感人的事迹，彰显着
精神文明的力量，催人奋进。

在文昌中学，很少有同学见过罗
佑文，可是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
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总有人满怀感
激地提起他的名字。为支持文昌教育
事业发展，罗佑文先后向文昌中学教
育慈善会捐资累计达1000万元，并每
年向 300多名贫困学生发放生活补
助，人均受助金额达4000元。

黎玉强，3岁时失去左臂，但面对
命运的残酷，她选择努力拼搏，如愿进

入国家乒乓球队，并在2004年雅典残
奥会上奋力夺得女子团体金牌和女子
单打铜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如今，
她兢兢业业，在文昌市业余体校任教，
像慈母一样，关心和鼓励残疾孩子。

丘耀南，文昌蓝天救援队队员，在
台风救援、捐资助困、清理海滩、慰问
孤寡老人等活动中，总有他热情参与
的身影。

夏曙，医者仁心，不远万里支援同

济文昌医院建设，哪怕远离家乡和亲
人，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文昌引进先
进医疗技术和管理理念。他立下誓
言，要做一名好医生。

王榕，在东路镇敬老院一待就是7
年，她敬老爱老，悉心照顾敬老院里的
老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
璀璨的舞台，将点滴善举汇聚；台

下的观众，眼中热泪盈盈。

“他们身上的奋斗精神和道德光
辉让人感动，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文昌中学学生符欢说。

感动文昌，感动你我。颁奖典礼在
歌声中落下帷幕，但道德的力量将永远
传递下去。让我们一起倡导好风尚、弘
扬正能量，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暖
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文昌
大地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
支撑。 （本报文城10月10日电）

感动文昌 感动你我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事迹简介

2019年文昌道德模范暨第三届“感动文昌”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凡人善举聚大爱 尚德之风暖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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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聚精会神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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