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陈卓斌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黄如祥A06

■■■■■ ■■■■■ ■■■■■

2020年文昌市道德模范和“感动文昌”十大人物名单揭晓

崇德向善成风尚 航天椰乡暖意浓
12月30日晚，“奋楫自贸港 文昌新征

程”文昌市2021年迎新文艺演出暨2020
年文昌道德模范和“感动文昌”十大人物颁
奖典礼晚会在文昌中学综合楼大礼堂举
行。当晚，“感动文昌”十大人物、2020年文
昌道德模范等名单揭晓，文昌市委、市政府
对荣誉获得者进行表彰。

其中，获得2020“感动文昌”十大人物
称号的是：陈明谦，云凰，陈仕楫，符艺华，
符柳，詹达词、林丽夫妇，迈号中心小学爱
心服务送教团队，同济文昌医院援鄂医疗
队，梁青，消防救援支队。张修隆、符儒获
年度致敬奖。黄雅玮、叶倩云、王在德、韩
升畴、陈凯获提名奖。

当选2020年文昌道德模范的是：郭义
利，王振中，王安逢，林诗钰，林先宝，岑选
琴，林树元，冉玉芬，黄良山，韩秀兰，王雷，
吕诗伟、黎丽妹夫妇，黄丽嫦，王伟杰。

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昌，自古以来
以德为美、以信立城。该市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已经连续4年举办文昌道德模范暨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并借由活动
举办之机，推动全社会敬仰道德典范，崇德
向善，传递社会正能量，为助力海南自贸港
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文昌国际航天
城凝聚了强大合力。

华侨陈明谦
全心回馈故里 心系教育发展

“1984年我第一次踏足海南岛，当时这里
还比较落后。但现在不一样了，海南发展日新
月异，进入了‘快速道’。我们琼籍华侨更应该
思考能为海南做些什么事。”12月29日，笔者
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年过六旬的文昌华侨陈明
谦，老人言辞之真挚让人感动。

陈明谦现定居于香港。在商海沉浮多年，
他始终赤子情深，心系海南教育发展。位于文
昌市公坡镇的英敏小学创办于1911年，中间
因故停办，陈明谦父子得知后，立马牵头组织
诸侨胞排除困难，捐资复办。该校复办29年
来，得到无数海内外侨胞鼎力捐助，陈明谦父
子更是慷慨解囊，除为学校捐资购置教学设
备、扩建校舍，还每年拿出10万元作为办学经
费。“迄今为止，陈明谦父子已为学校捐资1560
余万。”英敏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陈明谦对文昌教
育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公益捐款达
3000多万元。每每谈及此事，陈明谦却淡淡说
道：“取于社会、回报社会。”

如今，陈明谦更看好海南未来的发展，他表
示，今天的文昌具备腾飞的条件，充满发展机
遇，希望各位侨胞能把握机会，回乡投资兴业。

退休教师云凰
退休不褪色 海外传乡音

“海南好，海南好，你是璀璨的珠宝，椰浆
清清胜美酒……”12月29日，当82岁的文昌中
学退休教师云凰再次用地道的海南方言，唱起
自己编写的歌谣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时间回到2003年，时年65岁的云凰从文
昌中学退休后，在一次聚会上偶然发现不少海
南华侨的后代们对海南话知之甚少，他便萌生
了传播海南话的想法。

恰逢当时新加坡海南会馆邀请云凰到新
加坡为海外乡亲们教授海南话。“讲课，我信
手拈来，但讲海南话课，我毫无经验！”到实战
时，云凰才意识到，要上好这些课，困难重重。

“克服困难，去！”云凰开始积极为教授海
南话做准备。他阅读了大量海南话相关书籍，
并根据新加坡学生的特点自编教材。他家里
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课件——厚厚一本手写
教材，包括海南话音序表、称呼、气候等很多章
节，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乡音有一种神奇的
力量，我教会华侨们更流利地说海南话，用乡
音激发他们的乡情。”云凰说。

为人师者，云凰用一生的时间来传道授
业。“即使仅有一点余热，我也要在新的长征路
上发光，才不枉此生。”云凰的话铿锵有力。

紫贝侬家慈善会会长陈仕楫
用爱守护万家灯火

走进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的办公室，只
见墙上贴满了各种慈善公益行动的照片：文昌
贫困生走访慰问活动、翁田镇防灾减灾知识宣
传活动……“能拍下这些慈善公益活动照片，
源于我最初的一个念想。”文昌市紫贝侬家慈
善会会长陈仕楫笑道。

时间回到2014年7月18日，这一天超强
台风“威马逊”在翁田镇一带沿海登陆，台风所
到之处，房屋尽塌、树木翻折、群众被困，一片
狼藉。陈仕楫看到如此画面，倍感震惊和痛
心，他便萌发了创办慈善机构，号召更多的人
帮助困难群众的想法。

2014年9月18日，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
会成立，由陈仕楫担任会长。据不完全统计，
慈善会成立至今，为社会奉献资金及物资总
价值超过700万元；建立助学点7个，一对一
助学125名学生，助学款累计142.16万元；为
大病医疗救助筹集善款约125万元；组织公益
活动200多次，号召社会参与公益活动12万
人次以上……

“下一步，希望通过我们项目的不断发展，
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为文
昌的公益慈善事业出一份力。”陈仕楫说。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符艺华
扶贫“女将”心怀百姓

与符艺华简单朴素的宿舍形成对比的是，
文昌市文城镇横山村村委会翻修后的办公室，
光线透亮，桌椅崭新。这是符艺华来到横山村
后，带来的第一个变化。

2019年初，符艺华经海南省农垦中学派驻
到横山村任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巾帼不让须
眉，近两年的时间里，她扎根群众，已然成为村
民们一致认可的“女当家”。

扶贫要扶智，来自教育系统的符艺华深
知教育的重要性，她通过与省农垦中学联动，
向横山村小学捐赠图书，并借助省农垦中学
的师资为该村的学生上心理辅导课和急救技
能培训课，帮助孩子们提升知识技能，拓宽了
孩子们的视野。

今年9月，符艺华还鼓励在外务工的乡贤
们联合成立“横山村爱心助学教育基金”，截至
目前，基金会已收到爱心捐款9万余元，还有爱
心人士给横山小学捐了6台电脑和6套课桌
椅，让乡村小学生也能上计算机信息课。

对于未来发展，符艺华有许多想法：“横山
村宜居宜游，靠着八门湾景区，是否能发展文
旅项目，打造特色乡村文化旅游，让横山村村
民吃上‘旅游饭’……”

同济文昌医院援鄂医疗队
逆行抗疫 拯救生命

“回想起来，后怕吗？”12月29日，面对笔
者的提问，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覃星猛瞬间
红了眼眶。“怕，但是从未后悔过。”覃星猛说。

今年1月24日是农历除夕，已经两年没有
在春节休假的覃星猛终于赶上一次轮休，带着
妻儿回老家过年。1月25日，正和家人吃团圆
饭的他接到单位同济文昌医院办公室打来的
电话：“组织安排医护人员赴湖北一线支援抗
疫，你能参加吗？”覃星猛没有丝毫犹豫，当即
同意。在统一安排下，同济文昌医院先后派出
了3批共32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

“我可以！我能来！请让我上！”医者即勇
者，与死神抢人岂可退缩？在武汉江汉方舱医
院，同济文昌医院10名援鄂队员，经历了12个
小时的不吃不喝，经历了脸上被护目镜和口罩
勒出一道道印痕，与手上被消毒水刺激出的一
道道疤痕，经历了一夜之间接收800名患者的
最难忘的一个夜班……

白衣执甲，逆行抗疫。最终，同济文昌医
院医疗队圆满完成抗疫任务，实现“零感染”平
安凯旋。“我们非英雄，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覃星猛说。

迈号中心小学爱心服务送教团队
关心残障儿童 把课堂“搬进”家里

“小霞（化名），你画的拇指画非常好看，今
天进步真大！”日前，在文昌文城镇名门村上文
南村民小组，来自文昌迈号中心小学的爱心服
务送教团队的教师们正在给小霞“上课”互动，
患有智力一级残疾的小霞不会表达，但她知道
自己熟悉的“姐姐”们又来看她带她玩了，脸上
堆满了笑。

“小霞不幸患有先天性脑瘫，被评定为一
级智力残疾，尽管年龄已经18岁了，但却只有
两三岁儿童的智力水平。”送教团队教师李玲
介绍，2018年9月，文昌市迈号中心小学决定
为她开展送教上门服务。

“教育智力残疾的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困
难，光教课本知识，学生会没兴趣，很快就不想
学。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做到寓教于乐。”李玲说，送教团队的教师们分
别给小霞设计了不同的课程来激发她的学习
兴趣，如教师李道胜教玩球，教师王文静教剪
纸，教师云静则带着小霞到户外认识花草树木
等……两年来，送教团队的教师们无论风雨都
不曾缺席，在一遍又一遍的往返送教中，小霞
的情况在逐渐改善。

医师詹达词、林丽
夫妻同战“疫” 千里一条心

今年新春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湖北疫情告急，国家号召医务人员
支援湖北。海南先后派出七批医疗队共865人
支援湖北抗疫，同济文昌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
师詹达词就是其中一员。

抗击疫情，相隔千里的詹达词和妻子林丽
共同上阵。其中，詹达词主动请缨，与同济文
昌医院第三批医疗队出征湖北，在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奋战了37个日日夜
夜。林丽是同济文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同
样也战斗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最前沿，参与疫情
防控。

“临别时，我和爱人微笑着告别，她也是
一名医务工作者，也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也知
道我们身上的责任，也很支持我去支援湖
北。”詹达词说，当时林丽只是交代注意做好
防护，平安归来，家里有她担当，不要挂念。
夫妻俩很默契地鼓励和加油，相信不久后定
能凯旋归来！

环卫工人符柳
坚守岗位11年 争当“创卫”先行者

“进场的垃圾及时焚烧处理或者填埋，这让
环境越来越靓，作为一名环卫工人，我倍感自
豪。”日前，在文昌北控环境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文昌环卫局驻场组组长符柳正在调度室里监控
着垃圾的后端处理。今年40岁的符柳，2009年
进入文昌环卫局工作，11年来扎根环卫工作一
线，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在文昌开展“创卫”工作
的路上，他争当一名先行者，默默奉献。

终日与垃圾打交道，这对于别人来说又脏
又累的活，在符柳看来却是一份值得自豪的
事。“我个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成绩，要说让我对
我的工作不断感到自豪的，就是文昌的市容市
貌，环境卫生越来越好，街道越来越美，这就是
我们一线环卫工人深感骄傲的事。”符柳说。

在工作岗位上，符柳有个令人“不解”的习
惯：在春节等阖家团聚的重要节假日，他却主
动申请加班。对此，符柳笑着说：“其实不只是
我，很多同事都会选择在特殊的日子里坚守岗
位，因为我们知道，环卫工作越是在节假日工
作量越大，因为流动人口多了，生活垃圾量肯
定更多，我们不留下来加班清理，怎么给市民
和游客整洁的环境？”

村支书梁青
把村民当家人 兴产业助脱贫

“梁青，这样干行吗”“你放心大胆去干，我
们政府都会支持你”……这些对话，常发生在
51岁的文昌市东路镇美德村党支部书记梁青
和村里贫困户的交谈中。

村民冯尔成以前最怕过年和孩子大学开学
报名，因为家里太穷，甚至过年都拿不出300
元。2014年，冯尔成被列入该村贫困户后，梁青
经常给他讲各项政策，鼓励他走靠种植、养殖致
富的路子，如今冯尔成家早已脱贫，家庭年收入
达到10万元左右，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大文件柜里，专门存放
了每一位贫困户的档案。梁青就用文件盒装
好每位贫困户的所有材料，在文件盒上写上对
方的名字，一目了然，找起来也方便。

为促进美德村的产业发展，梁青多方奔波，
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请和筹措资金修路。目前美
德村内道路畅通，村内道路基本硬化，为村民打
开了“致富路”；该村还实现了村民饮用自来水
全覆盖，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

2019年，因脱贫攻坚工作突出，梁青获评
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个人”。

文昌消防支队
铁律磨精英 水火炼英雄

11月22日凌晨4时，城市里很多人已经进
入梦乡。此时，文昌市区一栋民宅突发火情，
现场火光闪现、浓烟滚滚，而这栋民宅里还有
大量被困群众，现场情况告急。

接到警情后，文昌消防救援支队文清大道
消防救援站的队员们迅速从睡梦中醒来集结，
一分钟火速出动，赶往火灾现场，扑灭火源，转
移疏散被困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样一支素有“铁”一般的严明纪律，多次
获省部级以上荣誉的精英队伍，在险情面前他
们永远是坚定的逆行者，紧急救援，向险而行。
险情下，他们凭借过硬的救援技术和无畏的坚
定勇气，排险情，救群众，主动扛起航天城建设
的消防责任担当，留下了一幕幕感人画面。

今年28岁的队员朱新杰来自河南，来到文
昌消防救援支队已经5年。他告诉笔者，一年
只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而每次出警都在险
情的最前线，曾有机会离开支队，但他却选择
留下，“在这个岗位上我不后悔，我还要不断磨
炼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所
在。”朱新杰坚定地说。（除署名外，本版图片均
由文昌市委宣传部提供）

2020“感动文昌”十大人物

陈明谦（左二）

团队成员（左）

詹达词、林丽

符柳

梁青

文昌消防支队

云凰（左） 陈仕楫（右） 符艺华（右） 医疗队队员

2020年文昌道德模范和“感动文昌”十大人物颁奖典礼举行。 潘高 摄

关注2020年文昌市道德模范和“感动文昌”十大人物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