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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带动渔民共同致富
在三沙市，提起符载畴，渔民们都知

道。他是渔民眼中的“大家长”、领头人。
2000年，符载畴刚踏上永兴岛的

时候，岛上连一艘渔船也没有。渔民
只能在永兴岛的礁盘上作业、捕鱼，收
入很低。符载畴开着自己的渔船带着
岛上的渔民出海，收购渔民的鱼货，很
快带动了一批渔民致富。

“大家都知道，没钱买船不要紧，
给老符干上两年就能挣回一条船。”永
兴社区居委会委员郭义明说，符载畴
为人热心、大方在岛上出了名，在渔民
中声望很高。渔民回不了家来找他，
没钱盖房子也来找他，他每次都不会
让大家失望。

符载畴时刻关心着渔民的生产和
生活。今年三沙市人代会期间，作为
市人大代表的符载畴提交了关于进一
步加大力度解决渔民上下岛困难的建
议，希望在捕鱼旺季增设专门运载渔
民上下岛的船次。

“逢年过节，老符经常自己掏腰
包买鸡鸭和猪肉送给别人。”赵述岛
居民吴忠灿多次收到过老符的慰问
品。他说，七连屿的渔民经过永兴
岛，经常去符载畴家蹭饭。有时天
气不好，大家滞留在永兴岛，一大
帮人在符载畴家一住就是十多天，
符载畴热情接待，从没有一丝怨言。

成立三沙永兴渔民合作社，协调
解决渔民饮用水问题，带动渔民转
产转业……从西沙工委时就担任永兴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符载
畴，总是在想改善渔民生产生活条
件的办法，不断从各方面争取支
持，并率先垂范，带动渔民增收。

从永兴村到建市后的永兴居委
会，符载畴连续四届担任村（社区）“两
委”负责人。他将社区居民凝聚在一
起，走共同致富之路。

操心：上北京为渔民找出路
“符主任去北京是为了替大家找出

路的。”永兴社区居委会委员蔡少叶说。
今年53岁的符载畴已经在永兴岛

上住了15个年头了，他比任何人都清
楚，只有为鱼货找到好销路，才能卖出
好价格；只有开拓出三沙海鲜的品牌
市场，渔民才能真正富起来。

2014年，永兴社区居委会与北京
市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结对子”，
一条跨越5000公里的销售链在符载
畴的脑海中初显雏形。一定要把三沙
海鲜卖到北京，他暗暗下了决心。

今年5月12日，符载畴带着一万
两千多斤三沙海鲜和渔民的期盼来到
北京，筹备三沙海产品进京新闻发布
会以及北京三沙海鲜馆的开业。

5月21日下午3时，符载畴正在与
北京海淀区上庄镇西马坊村村干部商
讨三沙海鲜北京推介会的细节，忽然
感到剧烈的头痛，被送进北京市999
医院时已经说不出话了，随后陷入了
昏迷，检查确诊为脑溢血。经过数次

开颅手术，目前他已脱离生命危险，能
够自主呼吸，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爱心：三沙干部职工捐款救助
符载畴的妻子卓玉荣接到消息

时，心里咯噔了一下——岛礁上艰苦的
生活条件，繁重忙碌的工作，老符的身
体每况日下，还得了高血压。“北京的气
候跟三沙差太多，老符刚去没多久就感
冒了。”卓玉荣告诉记者，老符在北京几
次打电话说自己很累，说再撑几天，等
推介会结束就回家好好休息。

符载畴重病治疗牵动了三沙市广
大干部职工的心。三沙市领导先后委
托市委组织部和永兴工委有关负责人
于5月23日和30日前往北京看望。6
月16日，肖杰在北京出差期间抽出时
间前往医院看望符载畴，并送上了慰
问金。在医院，肖杰向院长和主治医
生详细了解符载畴的病情和后期治疗
建议。根据医院建议和家属要求，多
方联系、协调，将符载畴转至康复医疗
条件较好的海军总医院继续治疗。

6月19日，三沙市委常委（扩大）会
议专门听取了符载畴重病救治情况汇
报，并研究了救助帮扶措施。会议一结
束，肖杰等市领导就带头为符载畴捐
款，全市干部职工也纷纷慷慨解囊。

南国都市报6月27日讯（记者
杨金运）6月26日下午，琼中黎母
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将近2万元乡亲
捐款送到省医院重症病房外王业兴
的手中。加上此前的5万元捐款，
王业兴的妻子已获得社会和当地政
府捐款共计7万元。

5月20日凌晨，琼中黎母山镇
南利村委会尚总湾村村民王业兴和
妻子摸黑上山割胶，妻子被恙虫咬
伤后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感染致全
身多器官衰竭，命悬一线。家境贫
困的王业兴没能力承担医疗费用。
南国都市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黎
母山镇委书记郑忠辉说，看到南国

都市报的报道之后，镇里派人到王
业兴家中看望，发现王业兴家只有
两个老人住在瓦房内，小孩在外读
书，家境贫困。镇便马上起草了捐
款倡议书，发动镇干部和各村捐
款，最终筹集了爱心善款近 2万
元。“有一个九十多岁的阿婆也捐
款，我知道后很感动。”

目前，王业兴的妻子李永美病
情好转，但仍在重症病房，治疗费
用仍有缺口。但社会的温暖了这对
农民夫妇的心。

另悉，琼中当地妇联在看到南
国都市报报道后，也曾发倡议发动
捐款。

南国都市报6月27日讯（记者王
洪旭）5月初，南国都市报《临高8个
月弟弟患脑炎 5 岁哥哥患白血病
父母无力救子盼救助》一文（详见5
月9日08版），报道了临高县东英镇
龙文村林凡坤家大儿子小云患上白血
病；小儿子小熠才8个月大，因手足
口病发展成脑炎住进了重症病房的
事。目前，弟弟已经病愈出院，但小
云还需继续化疗。

6月21日上午10点，在小云的家
乡临高县城车站旁购物公园广场，来
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把一笔笔爱
心的救助款，放进捐款箱中：10元、

20元、50元、500元……短短的一个
多小时共筹集到爱心捐款74342元，
经清点后现场转交给了小云的父亲。

这是一次爱心的接力，早在6月
6日，海南省比干文化研究会、临高
比干文化研究会、海南林氏总会曾发
起倡议，号召社会各界捐款。当天上
午，在海口比干妈祖文化园，众多林氏
家族成员和社会爱心团体就纷纷捐款，
当时共筹得爱心捐款善款86550元。

如有爱心人士愿意捐款帮助小云，
可将款项转进以下账号。户名：林凡
坤，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帐号：
6228 4801 5809 8751 775。

新闻追踪 《临高8个月弟弟患脑炎 5岁哥哥患白
血病父母无力救子盼救助》

临高乡亲父老接力
为他捐款7.4万余元

新闻追踪 《谁来帮三个幼童救妈妈》

琼中黎母山镇乡亲
给她送来近两万元

南国都市报海口6月27日讯
（记者吴雅菁）25日，“第四届完美义
工进万家”海口站活动在海南（海
口）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拉开帷幕。

身穿统一服装的完美义工们进
入教学楼清洗空调。在教室里，义
工们把对孩子们一腔关爱都化做积

极的行动：搭梯子、拆空调盖。在伙
伴们努力下，四栋教学楼过百台空调
终于清洗完毕。在教学楼下集结的伙
伴们纷纷表示：明年还会再来。

中国完美海南分公司总经理聂
磊先生代表公司给学校捐赠了完美
营养餐、芦荟多用途清洁剂等产品。

南国都市报6月27日讯（记者利
声富）一女学生上车发现手机被盗，
公交车司机一个箭步追上去。小偷将
手机丢在地上，趁机逃跑了。6月19
日下午6时，三亚市2路公交车司机
王师傅勇追小偷，帮女学生追被盗手
机的义举被网友在微博上发出后，众
多网友纷纷点赞。

“咦，我的手机怎么不见了？”6
月19日下午6时许，三亚市榆亚路大
东海公交站，一位女学生上车后，发
现放在背包里的手机不见了。

正当王师傅准备启动公交车准备
前行时，女学生大声喊叫，并转过头
来看了下周围的乘客。

“肯定是之前那位拿着雨伞刚上
车又下车的男子偷的。”车牌为琼
B1037X的公交车司机王师傅说，之
前他就注意到一位拿雨伞的年轻男子
和另一位男子上车时慢吞吞的，表现
既想上车又故意站在车门下面阻挡。

此时，已经上车拿着雨伞的男子迅速
下车，若无其事地向其他方向撤离。

王师傅来不及多想，立即从驾驶
座上站出来，跑下车追小偷。同时，
车上另一位乘客也下车，帮忙追赶。
看到王师傅等人追下来后，小偷立即
将手机丢在地上，拔腿就跑。考虑到
当时正是下班高峰期，车上还有赶时
间的乘客，王师傅捡起小偷丢在地上
的手机后返回。当王师傅将手机归还
给女学生时，女学生一个劲地道谢。

这一切，被公交车前门处的监控
全部拍下来。他的义举被网友在微博
上发出后，许多网友纷纷点赞。

谈及帮学生追回被盗手机的义
举，王师傅表示，遇见这样的事，相
信大部分群众都会铤身而出，他只是
做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市民应做的事。

同时，王师傅也提醒乘客，上车
时一定要将自己的包放在前面，以免
给小偷扒窃机会。

南国都市报6月27日讯（记者
纪燕玲）为贯彻省委统战工作会议
精神和市委统战工作座谈会精神，
27日，民革海口市龙华总支三支部
联合和平街道办及下属四个社区、
海口技师学院、海口中山医院开展
的“民革进社区，帮扶又结对”主
题活动，开展义诊并慰问贫困家
庭。当天开展了综合型医疗义诊、
社区家电维修服务，社保、劳动关
系，食品安全，法律等政策宣传和

咨询。现场共发放政策宣传资料
1000余份，接待义诊、咨询的社区
居民近 200 人。慰问社区的贫困
户、孤儿学生，给他们送去了米、
油等慰问品及各三千元慰问金。

支部党员现场表示，今后将长
期结对帮扶孤儿小陈，每年支部将
筹措特殊党费5000元资助孩子教
育及生活补贴，直至其大学毕业，
并将作为孩子特别监护人，在生活
和学习上将给予其更多关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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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为渔民“找出路”他突发脑溢血倒下
市委书记带头捐款三沙全市爱心接力

全力救渔民“大家长”
在三沙市，永兴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符载畴可
谓是名人，是渔民交口称赞的
“大家长”、领头人。在他的直
接推动下，三沙海产品进京推
介会近日在北京成功举行。
但直至今天，他仍躺在海军总
医院的病床上。

近日，三沙市委书记、市
长肖杰前往北京探望，带头捐
款。一场救助帮扶符载畴的
爱心接力正在三沙市进行。

□南国都市报记者纪燕玲
通讯员宋起来洪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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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男子偷到手机下了车，他冲了上去……

公交司机追扒手
给乘客追回手机

民革海口市龙华总支三支部
进社区结对子常年帮扶孤儿

完美开展“义工进万家”活动
走进海口特殊教育学校

目前已收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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