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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活如何平淡"我们的身边总
有着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或许并不强
壮" 却用生命提携了弱者的成长和前
行$他们或许并不富有"却用草根慈善
在人间烟火中书写了崇高品德$他们或
许并不完美" 却用残缺之躯砥砺奋进"

谱写一曲励志之歌$他们在苦难中大声
放歌" 为他人默默传递温暖%%他们"

或许是平凡普通人"却有着不凡的正能

量&

$%&$不凡的一年即将过去"回顾过
去"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各行各业涌现
出许多令人难忘与感动的人物& 他们中
有捐资助学耗尽毕生积蓄的纯粹师者"

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救人的普通民众"

有勤政爱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也有创
新争先锐意进取的科技工作者和劳动
模范"还有见义勇为'捍卫公平正义的

英雄%%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我们"感动
着海南&

从今天起(&%月&'日)"南国都市报
正式启动$%&$年度*感动海南+十大人
物评选活动"请把你身边的感动人物告
诉我们&

从今天起"本报开通$%&$*感动海
南+十大人物评选推荐热线#(()*+)($"

欢迎广大读者拨打热线电话推荐参与&

同时"市民读者也可以,南国都市报新
浪官方微博',南国都市报腾讯官方微
博" 向我们推荐你认为的感动海南的
人物&

本报记者将从推荐线索中选取感
动人物进行实地采访"挖掘他们身后感
人至深的故事" 展现海南人民积极昂
扬'健康向善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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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远房亲戚的帮助"&%月&(日
下午-点" 顺发新村的小区业主便自
发开始为小马捐款 "&%%元 '$%%元
%%&%%%元'$%%%元" 大家都在尽所
能去挽救小马的生命& 截止&'日下午
-时许"小区业主已为小马捐款-万多
元& 为了让更多的业主知道小马的遭
遇"此次捐款的发起人丁女士"便和
大家一起在小区门口及里面"分别设
立了$个募捐点" 让更多的业主来帮

助小马渡过难关&

同时"小马所在的物业公司也给
小马准备了&万元" 并发动公司员工
给小马捐助善款达'%%%元&

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到小区办
事的外来居民" 在得知小马的遭遇
后"也纷纷给小马捐钱"没有留下姓
名"却留下了爱"而这些陌生人中就
包括出租车司机' 不明身份的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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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马立涛"河南人"在海口
市海秀中路顺发新村小区当保安"十
年勤恳工作"而今已是小区保安队二
班班长"虽然手下没有几个人"但他
恪守这份责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老
实憨厚的性格"让马立涛与同事的关
系相处融洽"平日里下班后经常会与
同事们到外面聊天& *+月*/日凌晨"

马立涛下班后与同事像往常一样到
外面聊天"可这一次命运却与马立涛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马立涛突然感
觉头痛"全身冒冷汗"送到医院后被
查出是脑溢血"躺在重症监护室就再
也没有醒来&

*现在想想" 小马的发病在*+多
天前就有前兆了& +顺发新村保安队
长叶茂回忆道"那段时间"小马两眼
充满血丝"经常出现头晕"小马认为
是没休息好导致的"他们也就没放在
心上"可没想到*+多天后"小马却突
发脑溢血"至今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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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已经结婚了" 不过前几
年" 他的妻子嫌小马没钱" 就跑了"

留下可怜的小马和年幼的儿子相依
为命&+ 虽然妻子背叛" 但小马还是
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去呵护年幼的
儿子" 如今孩子才/岁" 而小马却倒
下了&

*小马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 父
亲没有工作" 母亲又常年卧病在床"

全家人就指望着小马每月*0++元左

右的收入维持&+ 叶茂说" 小马每月
都会往家里寄七八百元" 剩下的钱
就用来交房租和自己吃饭" 平日里
小马非常节俭&

小马病倒后"在海口的远房亲戚
刘先生除了给小马支付部分医疗费"

还自己出钱"让小马远在老家的父亲
和哥哥到海口& *他就是一个好人"出
现这样的事"我肯定要帮他& +刘先生
悲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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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上班时间比较急"又打不到
车"还是小马骑摩托车送我到公司的& +

*他很热情的"看到我们都会主动
和我们打招呼, +

*小马这孩子太勤快了"每次只要
信件一到"他就会挨家地送& +

*我那天回家提了好多东西"他就
上前主动帮我提"这孩子太热情了"平
日里就乐于助人& +

*'日下午1时许"顺发新村小区一
募捐点"谈到小区保安马立涛"小区业
主赞不绝口&

丁大姐是为马立涛募捐的发起人"

她告诉记者"小马这个人身上有使不完
的热情"尤其是对小区业主"只要有什
么事找到他" 他都会义不容辞地帮忙&

*这孩子命太苦了"现在又遇到这种病"

我们不帮他"又有谁来帮他呢- 我们要
他活下去, +丁大姐说"从*(日下午-点
到现在" 小区业主已为小马募捐了-万
多元"她相信会有更多的业主来帮小马
渡过这次难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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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眼中" 小马又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叶茂告诉记者"小马为人老
实"在工作上也特别认真"像平日和休
假期间"只要同事有需要"他都会为同
事顶班$ 为了确保业主安全的生活环
境"小马值夜班期间都会不停地巡视"

从来没有偷过懒" 以至于会有这么多
好心的业主帮他&

*我也不知该咋说"班长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好人" 平日里特别照顾我
们, +保安小王是二班成员"小马班长
的老实和乐于助人" 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现在小马班长生病了"除了发动
力量为小马班长捐款" 他现在还要做
的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不让小马班
长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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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住在小区里面"只要自己
做饭"都会喊我们去吃的& +李大姐在
小区做清洁工*'年" 当向记者谈到小
马时"她不禁泪流满面&李大姐告诉记
者"虽然她们只是清洁工"但小马对他
们却特别热情"一见面就是*大姐'大
姐+地叫"现在小马有难"即便她们清
洁工每月的工资仅.++多元"但她们还
是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小马的&

李大姐还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小马生病后" 会有那么多的业主去帮
助他" 她为小马向那些好心的业主说
声*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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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在忙着给小马捐款"而小
马所供职的物业公司也没闲着"除了给
小马准备*万元钱" 还发动公司员工给
小马捐了'+++元钱&*小马在我印象里"

工作非常踏实能干"是一名好保安& +物
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左先生说"接下来公
司还会动用一切资源"去尽最大能力帮
助小马渡过这次难关&

左先生说" 他也非常感谢那么多
的业主给小马捐款" 相信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小马会平安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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