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袁 文昌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符永丰袁 中共文昌
市委副书记尧 政法委书记王云等文昌
市四套班子成员出席晚会遥
钟鸣明在颁奖典礼上致辞袁他说院

文昌正处于建设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
的关键期袁 需要汇聚全市人民的精神
力量袁同心同德尧砥砺奋进遥评选野感动
文昌冶先进人物和表彰道德模范袁有助
于弘扬社会正气袁倡导时代新风遥今后
将继续深入挖掘尧宣传野勇当先锋尧做
好表率冶的先进典型袁凝聚起强大的社
会正能量袁 营造出创先争优的干事氛

围袁 努力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渊港冤中扛起文昌担当遥
颁奖典礼在歌伴舞叶共圆中国梦曳

中拉开序幕袁 一位位平凡而闪亮的人
物带着沉淀于心的那份感动走来袁一
张张朴实的面孔袁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袁
一曲曲社会精神文明的赞歌让场内和
场外的观众尧 网友都感受到心灵的洗
礼和震撼遥当晚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袁
歌伴舞叶你就是一个好人曳尧叶让爱传出
去曳 以及文昌籍歌手方丽歌激情高昂
演唱的歌曲叶血脉曳袁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遥

近年来袁文昌市委尧市政府把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弘扬
社会美德尧倡导社会新风的重要举措袁
作为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载体遥
第二届野感动文昌冶十大人物暨 2018
年度文昌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袁 历经
提名推荐尧群众投票尧评委会评审三个
阶段袁历时半年多遥林鹏尧詹道学尧韩丽
萍尧黎行中夫妇尧邢益佐尧张仁奕尧符阳
尧尧曾彩汝尧薛英炳尧邢福浩当选野感动
文昌冶2018十大年度人物曰韩荣丰尧陈
奕喜尧陆英扬尧林亚妮尧牛超南尧符莉尧
符国春尧颜海媚尧朱南扬尧张家儒尧何承

生何根玉夫妇荣获提名奖遥王玉凤尧蔡
亲鹤尧韩俊清尧郭义亲尧黄桂源尧梁美
暖尧陈文荣云玉凤夫妇尧林玉兰当选文
昌市 2018年度道德模范遥
颁奖仪式上袁 颁奖台后方的大屏

幕依次播放着每一位获得野感动文昌冶
年度人物的事迹袁 引领现场的观众踏
上了感动之旅遥 他们都是生活在我们
身边的平民英雄袁 因发自内心的真善
美袁这群平凡人袁有着不平凡的事迹袁
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遥 他们以自己
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野无私奉献尧孝老
爱亲袁诚实守信袁助人为乐袁爱岗敬业冶

的内涵袁汇聚成温暖城市的人间大爱遥
获奖人物的感人事迹尧真善大爱袁让观
众眼含泪水袁 表达赞许和尊敬之情的
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袁经久不息遥 野感
动文昌冶 年度人物和道德模范是几十
万文昌人民的道德代表袁 他们用不平
凡的作为袁 传递着正能量袁 给人以向
阳尧向上尧向善的力量遥
此次活动由中共文昌市委尧 文昌

市人民政府尧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曰
中共文昌市委宣传部尧文昌市文明办尧
南国都市报承办曰文昌市广播电视台尧
文昌报社协办遥

苦难中有了她的不离不弃袁这个普
通农家有了亮光遥 自从婆婆双目失明袁
丈夫脑出血引发中风袁双腿发软走不了
路袁生活都不能自理时袁照顾婆婆和丈
夫起居生活的重任都落在了她的肩上遥

她为爱坚守袁无怨无悔遥野你不能走路没
关系袁我来当你的双腿袁你想做什么袁我
就扶你去做遥 冶她的这句话让丈夫感动
落泪遥 曾彩汝是村委会计生员袁她对工
作兢兢业业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遥

野没想到还能获得分红袁真是太高兴
了浴 冶文昌抱罗镇贫困户陈永喜出望外遥
192户养殖户包括 32户贫困户获得 27
万多元分红袁这是今年该公司举行分红
大会的感人一幕遥 在林鹏身上展现了一
个农民企业家的担当和情怀遥 强台风

野威马逊冶重创文昌袁他牵头通过公司投
入 500多万元帮助农户重建养殖基地恢
复生产袁 为所有农户承担了当年因台风
造成的全部生产损失袁 几年来他主动帮
扶贫困户 750多人袁热衷捐资助学袁捐助
20多万元给村民治病遥

林鹏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野符校长今年 79岁高龄袁但他退而
不休袁 坚持每周回学校给学生上课袁弘
扬爱国主义精神袁让我们这些老师既敬
佩又感动遥 冶文昌市昌洒镇华侨小学退
休校长符阳尧退休 10多年来袁 仍身兼
华侨小学校董会董事尧符克烈士纪念馆

义务讲解员尧 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等
职袁身体力行袁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余
热遥

野虽然退休了袁但活到老学到老袁我
认为自己还有能力袁有理想袁有信念袁就
要继续为党工作遥 冶符阳尧说遥

符阳尧 文昌昌洒镇华侨小学原校长

曾彩汝 文昌会文镇阳光村委会大有四村村民

当人们都在奔向城市时袁 邢福浩却选择了乡
村遥 2004年退休后的邢福浩袁从海口搬回了文昌东
阁镇美柳村遥 彼时袁常年无人居住的祖屋杂草已齐
腰遥谁也没想到袁他把祖屋改造成了一间书屋袁供村
里的孩子读书玩耍遥 为活跃乡村文化氛围袁他甚至
自掏腰包为村民修筑活动场地尧设立奖学金资助村
里读书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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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文昌 2018十大年度人物

看到村里的孤寡老人孤苦伶仃袁 她义无反顾照
顾袁自己生活也不宽裕袁可她依旧默默奉献遥 别人家
的野女儿冶袁她一当就是 35年遥 野韩阿婆不计报酬袁悉
心照顾 8位没有亲情关系的孤寡老人尧五保户袁有几
个人能做到钥 冶村民们既感动又敬佩遥 韩丽萍用一颗
充满大爱的心袁敬老尧爱老尧孝老袁感染和带动着身边
的人遥百岁孤寡阿婆临终感动万分野没你我活不了这
么久冶遥如今袁韩丽萍说自己身体还硬朗袁行善的脚步
依然没有停止遥野像韩丽萍这样视非亲非故的老人如
己亲袁悉心照顾袁这不仅需要有一颗博大的仁心袁而
且还需要十足的勇气和毅力袁 这种大爱是常人所做
不到的遥冶冯坡镇委书记陈东明感慨地说院野在韩丽萍
这位老党员身上袁 我们看到了她因善良品性博爱情
怀而熠熠闪耀的最美光华遥 冶

韩丽萍
文昌冯坡镇白茅村委会
白茅村 75岁老党员

在妻子眼中袁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袁是个野不顾家冶
的人曰在女儿眼中袁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冲锋者冶遥
邢益佐从上世纪 80年代进入文昌会文中心卫生院
从事防疫工作起袁他已在基层防疫领域工作了 30多
年遥 多年来他的足迹几乎遍布文昌每个乡镇遥 他曾
获得野海南十佳好医护冶荣誉尧被誉为野疾控战士冶尧
把防疫当成一种使命袁身患癌症晚期袁化疗期间仍
坚守岗位袁燃尽最后一分热遥 野我虽然得了癌症袁但
一定要保持乐观尧平常的心态对待人生袁在生命的
最后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遥 冶这是邢益
佐生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袁妻子每每回想起来都忍
不住泪流满面遥

邢益佐
文昌疾控中心原副主任

屋子里住着两位年近 50岁的残疾妇女袁 她们手
脚畸形袁身材矮小袁她们无法走路袁长年待在屋里遥 她
们也不会说话袁看到有人来袁只能笑着发出野啊啊冶的
叫声遥她们的哥哥黎行中和嫂子每天都悉心照顾她们
的生活起居袁一日三餐喂食尧洗澡尧换洗衣服尧抱上下
床尧 清理地板和床上的屎尿噎噎夫妻俩日复一日袁年
复一年袁不厌其烦地照顾两位残疾妹妹袁以及 103岁
奶奶和 80多岁的父母袁这对善良夫妇的坚持和孝心袁
让当地村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遥 这是一个贫困户袁他
们十分感激政府帮扶建了新房和发展生产遥 黎行中
说袁只要他和妻子能干一天活袁就会把两个妹妹和 3
位老人照顾得好好的遥

黎行中夫妇
文昌公坡镇水北村委会
崀头北村村民

哑男孩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袁 没有名
字袁也不知道父母是谁袁他甚至没有户
口遥 他流浪文城镇街头袁 从垃圾桶里捡
吃的袁幸好得到好心店主詹道学收养袁给
了他家的温暖遥 经过詹道学的努力袁去
年文昌市公安局给这位哑男孩办理了
户口和身份证遥 虽然不会说话袁但他脸
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遥 野这孩子跟我们
一家人同吃同住了 7年多袁 我已经把他

当做自己的儿子袁 我也希望他早日娶个
媳妇袁我可以提供婚房遥冶詹道学说袁这孩
子如今在他店里干工袁他每月发 2000多
元工资遥 野他勤劳聪明懂得感恩袁每次出
门逛街袁 都会给我们买回水果遥 有一天
因停电袁店里的生意没法做遥哑儿子竟然
自己跑去买回一台发电机遥 他买发电机
花了几千元袁我给他钱袁他不肯要遥冶詹道
学很感动遥

詹道学 文昌文城镇华昌园美食城店主

邢福浩
文昌东阁镇美柳村人

他特别重视学校的均衡发展袁关注弱势群体袁改
造薄弱学校袁创办聋哑学校尧孤儿学校袁发动社会捐
资助学遥 正是凭着这份大爱情怀袁退休后薛英炳继续
为教育事业发挥余热遥2011年袁他组织成立龙楼镇教
育慈善会袁四处野化缘冶发动亲朋好友等参与公益教
育袁 已得到 30多家爱心企业尧2300多位爱心人士慷
慨解囊袁共筹集善款近 700万元助学遥 野我想把慈善
当成一项事业去做遥 冶薛英炳尽己所能袁不让贫困孩
子掉队遥 受薛英炳影响袁以市尧镇尧村袁甚至以姓氏宗
祠为单位的教育慈善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袁 目前
文昌全市有各类教育福利慈善会 80多个袁累计捐款
金额超亿元遥

薛英炳
文昌教育局原局长

60岁的他是一名卖猪肉的商贩袁生
活朴素袁却 7年如一日坚持做善事遥他经
常携带猪肉和自家种的蔬菜看望文昌市
光荣院的孤寡老人遥 他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袁每年向学校尧部队尧敬老院献爱心遥
并向多所乡村小学捐赠风扇尧课桌椅等遥
他就是仁爱有情义的文昌后坡村村民张
仁奕遥
村民说袁 村里五保户老人的碗里总

少不了张仁奕免费送来的猪肉遥 乐于助
人尧富有爱心的张仁奕曾被评为野文昌市
道德模范冶遥 野我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袁
现在家里没什么负担袁 我想尽自己的能
力袁多做些善事遥 帮助别人袁是一种快
乐遥 冶张仁奕说袁在他小的时候袁家里很
穷袁 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袁 如今生活好
了袁 帮助这些残疾人和贫困户生活过得
好一些袁是自己最大的心愿遥

张仁奕 文昌文城镇后坡村村民

感动文昌十大人物暨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举行

他们带给市民满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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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荆胜欣 摄影报道冤 9 月 19
日晚袁秋风送爽袁椰果飘香遥野从心启
航 德耀文昌冶要要要第二届 野感动文
昌冶十大人物暨 2018年度文昌市道
德模范颁奖典礼袁 在文昌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小蓓蕾剧场隆重举行遥 这
一天袁 同一种力量把我们凝聚到这
里袁 让我们共同感受道德带给我们
的荣耀遥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袁一个个
平凡的名字袁 散发着凡人善举的光
和热袁湿润了台下观众的眼睛遥

银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致辞 银颁奖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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