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起，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本报联合推出《寻访在琼一等功臣》
专栏，海南日报记者深入全省各地走访一批曾在各个时期立下“一等功”的退役军人，近距离探寻他们的执着和顽强，用心灵去感受他们的精神风
貌和人格魅力，了解他们在退役后的感人事迹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讲述英雄故事、礼赞英雄精神，大力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
人、敬重英雄、关心国防、热爱部队的浓厚社会氛围。

开
栏
的
话

本省新闻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苏建强A06 综合

■■■■■ ■■■■■ ■■■■■

时间：7月25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沈传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新中国史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温馨提示：请各位听众在入场前戴好口

罩，并按照省图书馆的疫情防控要求出示“健
康码”有序进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
场馆建设，停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
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
大讲坛讲座预告

寻访在琼一等功臣

冯飞雄：

救援忘我舍命 献血淡泊功名

芒果标准技术环岛公益行走进东方

果农种植搭上大数据
本报八所7月21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7月21日上午，芒果标准技术环岛公
益行·东方旧村站启动仪式在东方市东河镇旧村
举行，邀请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免费对
该村芒果叶片质量进行检测分析，并通过大数据
管理，科学指导果农精细种植、精准施肥，以数字
农业、智慧农业提质农业产业绿色发展，为乡村振
兴赋能。

仪式结束后，合作社技术人员来到该村芒果
地进行叶片采样，并现场为果农讲授管理及种植
技术，果农们纷纷表示十分受益。

“我们原来都是粗放式管理，没有技术含量，
产量也不高，希望技术人员能多多指导我们，才能
把芒果种好，提高产量。”旧村村民符智江种了
300余株芒果树，在他看来，今天技术人员来到田
间地头指导，增强了他种好芒果的信心。

旧村驻村第一书记乔梁介绍，村里的果农目
前种植芒果大都靠经验，专业程度不够，更谈不上
数据化，这次希望通过合作社帮助建立芒果种植
管理数据库，监测果树的生长情况，提高科学化管
理水平。

“通过标准化管理，科学合理施肥用药，能够
让果农减少不必要的投入，有利于降低管理成
本。”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总监傅衍
毅介绍，果农自愿登记报名，技术团队将下到农户
的果地，进行免费的叶片采集和检测，并纳入线上
技术管理服务体系，提供一年的技术指导。

我省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

2046名学生招募到岗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记者昂颖）7月 2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2021年海南省
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于近日正式启动，
共面向全省24个县（区）展开。

在团省委指导下，各市县团委与当地机关企
事业单位、群团组织、镇（街道）及村（社区）积极沟
通，对接岗位需求。截至目前，全省共开发项目
600余个，征集实践岗位800余个，岗位涵盖机关
行政、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等。

本次活动报名人数超过6000人，实际招募
2046名大学生。为把青年学生选配到合适的工
作岗位上，各县（区）团委根据“因需设岗、按岗招
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原则，与当地
县（区）委人才发展局和县（区）教育局等单位深度
合作，采取集体面试、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面
试等方式对报名大学生进行选拔，对实践岗位进
行人岗匹配，并进行岗前培训。

1971年，冯飞雄出生于海南省文
昌县（今文昌市）锦山镇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他如愿穿上了
渴望已久的橄榄绿，成了一名光荣的
消防战士。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战士，
就必须下苦功练就本领！”踏入警营，
冯飞雄迅速成长，他对自己要求非常
严格，在海南酷热的夏天，两盘水带连
接、挂勾梯训练，别人完成2至3次就
已经停下来了，而他却还在重复练
习。每一个训练课目，他都反复琢磨，
反复练习，为了使水带接口又快又好，
他就几十次、几百次的练习，直到完成

得最快最好为止，虎口都磨出了老茧。
1995年3月19日凌晨3时55分，

“铃铃……”急切的警铃声惊醒了睡梦
中的特勤消防中队的战士，海口市解
放西路美尔雅国际俱乐部发生火灾，
消防战士紧急着装登车。

大约4分钟时间，冯飞雄驾驶着
多功能消防车，载着战友赶到失火现
场。“当时，现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楼里不时有救命声传出来。”彼时，冯
飞雄坐在驾驶室里沉着地操纵着云梯
车，让战士们顺利登上云梯，爬到东楼
和毗邻的楼顶平台救人。

“救命啊，救命啊！”突然，失火大楼

西侧的窗口传来了一个女性惊慌的呼
救声。消防战士们看到了一个上身着
火的女青年正站在5楼的一扇小窗口
边挣扎。“当时，女青年所在位置窗口向
西，附近三层的楼房与之相隔一米多，
楼下又有树木阻挡，云梯无法越过这样
小的间隔伸向5楼救人。唯一的办法
只有迅速从顶楼下去施救。”冯飞雄回
忆，在救人的千钧一发之际，自己冲出
驾驶室，向中队长请缨前往救人。

漆黑的夜晚从楼顶摸索下去要绕
过浓烟喷出的窗口进行施救，这不仅
仅是对胆识的考验，也是对技术的挑
战。冯飞雄迅速穿上抢救衣，系好安

全绳，并从容地检查了每一个节扣，一
切准备就绪，他果断地说：“放绳！”安
全绳一头系在冯飞雄的腰间，一头由
几个战士抓着慢慢放下。

当冯飞雄悬空向传出女青年哭喊
声的窗口接近时，他一边大声喊：“不
要慌，我救你出去！”一边沿着水泥墙
摸索过去。当冯飞雄正准备解下安全
绳系在女青年身上时，难以忍受浓烟和
热浪煎熬的女青年从窗口扑向了前来
施救的冯飞雄，巨大的冲击力，使悬吊
在空中的两人剧烈地在两面水泥墙上
冲撞后向地面坠下。冯飞雄用身体挡
住了女青年，而自己躺在了血泊之中。

■ 本报记者 刘操

从穿上渴望已久的军
装到刻苦训练成为一名优
秀士兵，从一次次不惧危险
奔赴火场到在紧急关头挺
身保护群众摔成重伤，从习
惯助人为乐到坚持无私献
血奉献大爱。过去20多年
时间，他始终彰显了“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的优秀品
格。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他
用自己血肉之躯抢救和保
护遇难群众；离开一线岗位
后，他通过默默无闻无偿献
血，展示军人风采。他，就
是在琼一等功臣、原海口市
消防支队特勤中队战士冯
飞雄。

7月11日，海南日报记
者来到冯飞雄的家中，探访
救人英雄，回望英雄故事。
“灭火救人是我的职责，能
够守住老百姓的安全，我觉
得我做的事情是值得的，没
有任何遗憾！”“当我昏迷需
要输血的时候，很多人无偿
献血救了我。我也要通过
献血挽救更多的生命！”英
雄朴实的话语让人鼓舞，让
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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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专业设置涵盖
公安、司法、法律类专业的公办高等政法
类职业院校，我院坚持将党史学习教育贯
穿于人才培育全过程，提高人才培养培训
质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高素质
政法人才。”近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教务
处负责人谈到学院发展建设时说，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与人才培养培训深度融合，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坚持以人才培养
为中心，围绕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新要求，
服务政法、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
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施“忠诚教育
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师资队
伍能力提升工程”“信息化建设工程”等
一系列提升学院软实力的质量提升项
目，不断提高学院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
实力，打造政法职业人才培养的典范，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法人才保障。

2020 年，该学院获批海南省首批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院校建设单
位，荣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学院
至今培养输送了15届18000余名优秀
毕业生，培训政法干警21万余人次。

聚合力推进人才培养建设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秉承“德法兼修、

知行合一”的校训，坚持政治立校、政治
建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警
务化管理和“一日生活”制度，将忠诚教
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经过长期的探
索和实践，学院形成了以忠诚教育为核
心，警务化管理和特色校园文化为载体
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育人成效凸显，

“上手快、听指挥、能吃苦、守纪律、懂礼
貌”成为该院毕业生的鲜明特色。忠诚
教育工程荣获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奖。

同时，学院以服务行业求支持，以
贡献行业谋发展，不断加强与省内政法
行业的深度合作，创新具有政法特色的
协同育人模式。学院加强与省内政法
行业合作，开办村干部培养等订单班；
与澄迈、临高、琼中县委签订合作办学
框架协议，开展基层法律服务；配合公
安部门承担博鳌亚洲论坛等大型安
保、警卫、交通执勤任务；与海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等单位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实践了学徒制、工
学交替等合作育人模式。面向政法行
业开展培训、鉴定、速录、司法档案扫描
整理服务。

学院实行课程标准化建设，打造线
上线下、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金课”。
狠抓“课堂革命”，推行“教、学、练、战一
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行“双证

书”制度，建立“实战+实赛”的实训新模
式，系统培养学生的双核心能力。学生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和自考本科学
位获取率名列同类院校前茅。

学院持续探索信息技术与人才培
养的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海
政模式”享誉全国。“我院建设一批智慧
教室，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打
造一体化智能教学环境，实现了领域全
覆盖、过程全监控、人员全参与，促进了
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现代化。”该院信息
中心负责人介绍，学院获得“职业院校
数字化校园样板校”授牌，成为116所
样板校中海南省唯一入选院校。信息
化助推乡村振兴，学院成为全国“区块
链支撑职业教育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暨职业教育区块链千校万企行动计
划”首批9家上链院校。

“学院还高度重视科研工作，重视教
职工的能力提升，营造积极的科研氛围。”
该院科研处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学院
通过科研工作坊、学术沙龙、年度学术研
讨会等为教职工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激发
思想火花。除定期进行科研讲座、外出培
训外，还形成了科研项目申报的指导机
制，积极组建研究平台，承办《南海法学》
杂志等，推动科研水平不断提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些年来，该
院教师曾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二、三等奖，省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培养省级教学
优秀团队5个，“国际经济贸易法人才团
队”被认定为首批海南省“双百”人才团
队；承担国家级课题10项，省部级、厅局
级和各类横向课题160余项，在国内外
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1600余篇，获省社
科成果奖等各级各类科研奖励 40 多
项。学生多次在全国职业技能竞赛、全
国司法职业院校法律事务技能大赛、工
信部首届“亚伟杯”信息处理大赛中获得
一、二、三等奖。

提效力落实继续教育工作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实行“两翼”发
展战略，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工作相辅
相成。自2011年成立海南省政法干部
培训学院以来，年均培训量超 2 万人
次，成为海南省委组织部基层干部培训
基地、海南省政法干部培训基地、海南
省公务员培训基地、海南省农社两委培
训基地。

“今年我们除了日常的培训工作，还
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培训。”该院
继续教育部负责人介绍，他们发挥“海南
省政法干部培训学院”党史教育职能作
用，打造了一批精品党史专题培训课程，
还采用多种培训模式，把理论教学与实

践相结合，利用海南红色培训资源，组织
学员到中共琼崖一大会址、琼崖红军云
龙改编旧址、冯白驹故居、海南省史志馆
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开展内容丰
富的现场教学和体验式教学活动。特别
是在学院实训楼一、二楼走廊建设“琼崖
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红色文化墙，打
造家门口的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
时。下一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将持续
学党史悟思想，谋办学开新局。加快体
制机制创新和办学模式、育人模式改革，
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匹配的人才培
养、技术服务、校企合作、院校治理体系，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输送更多更好的政法
铁军后备人才。 （撰文/沐梓）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奏响“海政模式”最强音

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齐步走”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生参加比赛现场。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供图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许小令

当夜深人静，路遇摔车受伤导致

昏迷的人，救还是不救？“救人的事，
一刻都不能耽误！”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建工集
团）职工刘海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暖
心答案。

7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垦
建工集团见到了刘海鹏。此时，距离
他挺身而出救人已有5个多月。

事情发生在今年2月3日23时左
右。当晚，忙完工作的刘海鹏骑电动
自行车回家经过海口金贸西路路口

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连忙把车停
下，上前查看情况。

“走近后，发现是个20岁出头的
小伙子在人行道阶梯处连人带车摔倒
在地。”刘海鹏顾不得四下漆黑，行人
稀少，赶忙打开手机的闪光灯，上前确
认伤者的情况。当时摔倒的小伙子身
体扭曲，双耳处不停渗出血液，已经陷
入昏迷。

因家中大多亲人从医，刘海鹏耳
濡目染也积累了一定的医学常识，他
当即判断：摔车后，小伙子的脑部可能
和地面剧烈撞击，引发颅内出血。

“情况紧急，得马上救援。”刘海
鹏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在急救

医生的指导下，通过手触小伙子的鼻
息和脉搏，了解其生命体征，并轻缓
地为他舒展身体。随后拨打了122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等待交警前来处
理现场。

“由于担心挪动小伙子会造成二
次伤害，我和几个路人守在他身边，留
心观察情况。”等待约15分钟，救护车
到达，刘海鹏详细地向医护人员介绍
对伤者的处置情况，协助他们抬担架，
维护秩序。直到小伙子被安全送往医
院，他才松了一口气。

路人散去后，刘海鹏继续守在原
地，提醒过往行人绕行，保持事故现场
状况，等交警过来勘查取证。在做完

笔录，交警离去后，刘海鹏还拨打了
12345热线，等待环卫工到达，和他们
一起清扫现场，随后才离去。当时已
接近2月4日凌晨2时。

这件事情，刘海鹏并没有向任
何人提起。直到日前，被救的小伙
子羊小天（化名）和父母通过交警找
到了刘海鹏，来到海垦建工集团为
他送上锦旗当面致谢，事情才被人
们知晓。

“如果不是你及时出手相助，我的
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在现场，羊小天
的父母紧紧拉着刘海鹏的手连连道
谢。原来，在治疗中，医生告知他们，
假如再晚几分钟送到医院，羊小天极

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但好在救治及
时，目前小伙子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严
重的后遗症。

当天，羊小天的父母还专程准备
了“红包”以表感激之情，却被刘海鹏
断然拒绝。他说：“路遇危急，伸出援
手，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而这不是刘海鹏第一次见义勇
为。2016年12月21日下午5时许，
在G98环岛高速公路西线，刘海鹏与
朋友共同救助了2名因车辆追尾导致
受困的人员，并指挥疏散拥堵车辆，用
树枝铺出数百米长的“路障”，保障后
续车辆的安全。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海垦建工集团职工刘海鹏救人后悄然离去，5个多月后被找到

“救人的事，一刻都不能耽误”

2007年，冯飞雄病退离开工作岗
位。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就在自家的
小区里做起了保安的工作。“帮助他
人，我自己也很高兴。”过去10多年时
间，冯飞雄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邻里，
成了小区居民的贴心人，被大家亲切
地称为“大管家”。

小区里有独居老人，年龄大，腿脚
也不太利索。冯飞雄经常到老人家里

帮忙收拾屋子，去买菜的时候也会帮
老人带点回来。不仅经常帮助身边的
人，遇上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冯飞雄也
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000年，冯飞雄觉得自己身体状
况有所好转，就开始无偿献血。“献出
一份血，或许能救一个人！”从那时起，
冯飞雄做出一个决定，每一年参加两
次无偿献血活动，这个决定一坚持便

是20多年。
“献血是光荣的事，有些人一开始

的确对献血有顾虑，担心对身体有影
响。但是我现身说法，事实摆在眼前，
献血一点也不影响身体，慢慢地大家
的顾虑也消失了。”冯飞雄总会向大家
耐心做解释，并鼓励更多人加入到献
血的队伍中。

不仅如此，冯飞雄从起初每次献

血 200 毫升提升到每次献血 400 毫
升。2020年12月，冯飞雄获得国家卫
健委等部门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

如今，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知
足。“政府对我们一等功臣的关爱已经
非常多了，我希望尽微薄之力帮助有
需要的人，让社会充满正能量 。”冯飞
雄说。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女青年得救了，冯飞雄却脑部、喉
部等三处重伤。冯飞雄曾经的战友回
忆：“我们抱起了不省人事的冯飞雄，
他的右前额及头颅两侧三处破裂，身
体多处受伤，鲜血直流，生命垂危
……”

在省人民医院抢救室，满脸是血

的冯飞雄突然艰难地睁开了左眼，望
着身旁的战友问道：“火扑灭了吗？人
救完没有？”在场的战友、医务人员无
不热泪夺眶而出。

当时，省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
及时地对冯飞雄施行了2次颅部手
术，有效地控制了颅内出血，但英雄仍

然昏迷了15天之久。
当冯飞雄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有

很多人向他捐款。在病情尚未痊愈、
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冯飞
雄毅然把给予他的个人捐款全部捐给
了希望工程，用来帮助贫困山区的失
学儿童。

英雄虽然苏醒了过来，但重伤过
后无法再从事一线消防工作，队里不
再安排他担任驾驶工作。“真的不舍
得，还想像以前一样每天冲锋在前面，
灭火救人。”几乎每天早上，冯飞雄总
是早早起床，打扫完卫生，仍然坚持每
天擦洗、保养消防车。

舍己救人斗火魔

苏醒后延续大爱

无偿献血坚持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