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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入职的第一年。往常，咱
们一家人总是热热闹闹地过中秋节，可
这个中秋节，我要坚守岗位，不能和你
们一起过节了。爸爸，记得帮我多吃点
月饼。

妈妈，别担心了。你总觉得我在海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发热门诊值班，
辛苦又危险。但我深知，发热门诊是阻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道防线，是分流
发热患者，避免发生院内感染的重要关
卡。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工作，为发热患

者提供系统诊疗，全力防控疫情，更是我
们的职责所在。

抱歉，我撒了谎，穿着防护服确实很
难受。但面对需要我们帮助的患者，这
些困难都可以克服，学医的孩子没有那
么柔弱！穿上这一袭白衣，更加坚定了
我学医的初心。

小时候，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走上
疫情防控一线，换我来保护你们和许许
多多个家庭，相信我，女儿已经长大了！

（本报记者 马珂 辑）

亲爱的家人，见字如面。这个季节
的福州，天气已经逐渐变得凉爽了。自
从组织安排我来琼支持海南自贸港建
设，转眼已过去近一年了。因为工作原
因，这个中秋节我没法与你们团聚，但我
的心始终与你们在一起。

这一年来，我在吊罗山丝毫未敢松
懈，工作一切均较顺利，还参与办了好多

“大事”：统筹推进吊罗山电子围栏和水
獭监控试点项目、国家公园科研科普
宣教和智慧雨林建设等20多个项目按
要求实施；积极探索开展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护机制创新，不断提升国

家公园管护成效；积极配合编制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特许经营规
划……这些都让我收获满满。

参与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
将和来琼挂职国家公园组团其余4位
同志一道，为推进国家公园事业发展贡
献力量。

挂职在外，对家庭难以照顾周全，感
谢你们长期的理解与支持。再苦再累，
只要有你们的理解与支持，我就能一直
坚持下去。衷心祝愿你们节日快乐、幸
福安康！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辑）

■ 张成林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中秋佳节，寄托着人们对亲人的
深沉思念，沉淀着国人对团圆的朴素追求。归乡、登高，赏月、拜月，

吃月饼、赏桂花……桂香扑鼻的惬意里，疏影横斜的画卷中，传递着千
百年来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记忆，流淌着中华儿女最真挚的家国情怀。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在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仍有很多
人依然坚守在海南自贸港，把对亲人的无尽思念藏于心底。他们有闻令而动、

担当进取的挂职干部，有“怀抱利器”、志存高远的奋斗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是自贸港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奋斗者。为了万家团圆，为了理想事业，他们默默

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展现出不负梦想、守望未来的深情大爱。
此心归处，即是故乡！中秋月圆，“大家”的自贸港建设梦，交融着“小家”的

团圆情，为奋斗者增添了拼搏前行的勇气。作为“国之大者”，海南自贸港建设，
担负着崇高的使命，承载着人们的重托，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占有重要分
量。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坚持培养与引进双轮驱动、开展国际人
才管理改革试点、积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在自贸港建设中，海南视人才为
第一资源，以务实举措为奋斗者提供了一个成就“大我”的理想舞台。

梦想与机遇兼具，开放、包容的海南自贸港，正是前行者的“第二故乡”。
人常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为使命担当、为梦想拼搏，为自贸港建设多
作贡献，为国家对外开放勇作探索，这不正是对亲人的最好回馈，对家国情怀
的生动诠释？中秋佳节，不仅有诗意，更有远方。月满中秋时，身处大海之南
的我们，告慰亲人、激扬家国情怀的最好方式，就是循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把家国情怀转化为奋斗激情，努力把自贸港建
设得更加美好，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明月如镜，映照古今。当皓月升起，让我们一起抬头仰望，在遥寄相思中，
体认亘古相传的家国情怀，凝聚追梦逐梦、担当奋进的信心、力量；让我们怀揣
梦想，带着亲人的关怀与期待，向下一个更加丰硕的金秋再出发！

时时时评评评

爸妈，中秋节快乐！细数起来，这已
是女儿不在你们身边过节的第4个年头
了。2018年，我选择来海南大学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读书，是
爸爸看好海南自贸港和海南大学的发展
前景给出的建议，而这些年的读书和生
活经历，让我更加笃定——我们的选择
没有错。

这些年，我感受着椰风海韵和淳朴
民风，关注着海南自贸港重要政策相继
实施、重点项目不断落地，跟随着学院里

来自全球各地的教授获取知识……我对
海南大学乃至海南自贸港的认同感、归
属感越来越强。

我注意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进
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有志有才者纷至
沓来、齐聚琼岛。我相信未来的海南必
然是举目之处春意盎然、各行各业生机
勃发。我希望自己也能留下来，共享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尽己所能为自贸港
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辑）

妈妈，又到中秋节，因为工作的原
因，我不能回四川老家与您团圆了。我
知道，您很关心我的工作，但怕给我压
力，便很少过问公司的情况。借此机会，
我跟您聊聊今年我的变化。

经过多番考察和调研，我了解到海
南不仅自然风光秀丽，政策优势也十分
明显。今年4月，我和朋友在海口复兴
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注册了公司。在我
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政府和园区给予
了很多帮助，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海南招
商引资的诚意和决心。

我们公司主要为旅游企业提供咨询
和营销策划等服务。我发现，这里的旅游
业正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作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海
南为旅游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
持，大量游客和旅游从业者也纷纷来到
海南，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繁荣。

请您放心，我相信自己和团队伙伴
能充分把握发展机遇，做出成绩。等我
事业稳定了，还想接您到海口常住，母子
在此幸福团聚。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辑）

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我十分感
谢你们对我工作的理解。节假日，是很
多人休息放松的时间，但对于旅游从业
者来说，节假日就是最忙的时候。

前几年，我一直在菲律宾薄荷岛当
潜水教练。去年3月，国外疫情暴发，我
回到国内，选择进入PADI（国际专业潜
水教练协会）开设在海南分界洲岛旅游
区的潜水店工作，也算是离家近了一点。

因为海南得天独厚的潜水资源，我
们在中秋小长假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潜

水店每天接待潜水学员和持证潜水客人
近100人。今天上午，我接待客人、协调
工作、准备装备，下午带着4位持证潜水
的客人去往景区的新潜点，成片的珊瑚
礁、丰富的热带鱼群让客人惊喜不已。
现在，不少客人都专门飞来海南潜水。

今年中秋节虽然没有和你们吃上团
圆饭，但是能够带领游客朋友探索海洋
的美丽与神奇，我也在工作中收获了成
就感。希望明年，咱们能一起在海南过
中秋节！ （本报记者 赵优 辑）

爸妈，中秋节又至，看着万家灯火、
家家团圆的景象，我在坚守岗位的同时
感慨万千。这几天，我们免税店里十分
热闹，看到顾客携着亲朋一起来购物、有
说有笑的样子，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在家
过中秋节一起吃月饼、赏月亮的场景。

今年是我在免税行业工作的第五
年。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旅游+
购物”作为新的过节方式。像在我们免
税店内，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在节
日期间陪着家人来海南旅游、买免税品、

吃海鲜，这段时间店里有许多优惠活动，
有些顾客买得不亦乐乎。爸妈，下次要
不要也体验一下这样的过节新方式？

海南自贸港建设在火热进行着，身
为其中的一员，我此时只能离家、坚守岗
位，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理解我并支持
我。相信我们很快又会重新围坐在一
起，吃饭、聊天、赏月、看电视……一家人
嘛，心在一起，亦是团圆。

对了，今晚的月亮，就像我在家时看到
的一样，又圆又亮。（本报记者 周晓梦 辑）

9月21日是中秋节，但对于我这个
已在洋浦工作了22年的陕西人来说，这
一天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工地才是我关
心的地方。

我们华金钢构公司目前在洋浦有两
个项目，即洋浦保税港区跨境电商保税
仓库项目和凯丰滨海广场，项目的钢结
构部分是我负责。在项目开工后，我每
天基本在两个工地之间来回跑，做好工
程施工的监督管理工作。

22年来，我亲身见证了洋浦的建设
和发展，特别是从2019年以来，洋浦建

设的步伐大幅度加快，很多项目上马了，
到处都是工地。我们公司去年新厂建成
投产后，一下子增加了8条钢构件生产
线，但产品仍供不应求，公司的订单已排
到年底了。

从我们公司的业务增长可看出，随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海南特别是洋
浦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新洋浦
人，我很高兴，也庆幸自己能够有机会参
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海南的发展出一
份力。

（本报记者 林书喜 辑）

亲爱的妹妹和亲人们，两年未见，你
们近来可好？今年我们的中秋节过得特
别有意义：刚好赶上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发射，师生一起去文昌观看。这是我们
第一次身临发射现场，大家都很激动。

从东北来海南两年了，我越发相信这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一是近几年落地海南
的名校名师越来越多，教育大环境越来越
好；二是省里、市里印发了“十四五”时期
教育方面的规划文件，指明了教育事业的

发展方向，也对硬件设施、人才引进等方
面都做了详细规划。作为教育工作者，我
感到十分振奋，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们都羡慕我抓住了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好时机。是的，我也认为我是受益
者。正是因为这样，我更要踏踏实实工
作，争取起到引进人才的引领作用，以此
回报海南自贸港给予我的一切。最后，
遥祝远在北京的你和家人中秋快乐！

（本报记者 习霁鸿 辑）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对于大多数人
而言，这是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时刻，但对
于公安民警来说，值班执勤、安保警卫、
武装巡逻才是我们的过节常态。“您过
节，我守护！”虽然我们时常缺席与家
人的团聚，却从未缺席对职责与使命
的坚守。

节假日期间，三亚人流量大，坚守在
岗位上，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特警队伍，是一
座城市的维稳利剑和处突尖兵。我工作

的特殊性，也时常让你们担忧。但请你
们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

你们常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早点
回家，再晚都会等着你！”对于父母、妻儿
的包容、理解和支持，我既高兴又愧疚。
谢谢你们，你们都是我最牵挂的人，你们
的儿子、丈夫、父亲此时此刻在守护着万
家团圆平安，希望我们都心中有明月，我
们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享受中秋、享受
团圆！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梦楠 辑）

远在英国的姐姐，2年多没有见面，
近来还好吗？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
节。中秋节象征“团圆”之意，在这一天，
吃月饼和赏月是中国各地过节的必备习
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年是
我在海南度过的第15个中秋节了，我十
分怀念全家人围坐着聊天的美好时光。

如今，海南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为
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抱负、实现梦想的
机遇和舞台，而我在海南的工作也迎来
了新的进展。我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

司，从事双语主持、翻译和配音以及演唱
等工作，致力于宣传推广海南自贸港的
国际形象。

中秋节这天，我还在加班录制一期
推介海南的节目。在各个市县奔波，为
更多的国际友人介绍海南的美食美景。
这种忙碌的节奏，已经成为我工作的常
态。相信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稳
步推进，未来我的事业版图还将不断扩
大。欢迎姐姐再来海南，感受这片热土
发生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徐慧玲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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