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王
洪旭实习生麦子晴）8月4日，海南
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
旅游区向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捐
款1000万元，设立“三亚蜈支洲岛
助学基金”。团省委书记盖文启出席
仪式并为“三亚蜈支洲岛助学基金”
揭牌。据悉，该基金设立年限为10
年，每年资助200名贫困学生上大

学，每名学生资助金额为5000元。
捐赠仪式上，省青少年希望基金

会羊光然秘书长与海南海景乐园国际
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副总经
理丁峰签订了设立“三亚蜈支洲岛助
学基金”的协议书。根据协议，
1000万元捐款全部用于资助我省考
上三本以上高等院校的家庭经济困难
的考生。受资助学生必须通过海南希

望工程专门网站 ：海南助学网
（www.hizx.org.cn） 报名，并经村
委会（居委会）、毕业学校、所在市
县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审核，最后由省
青基会和捐方终审并在媒体上公示没
有投诉后才确定资助。

团省委副书记陈屿介绍，“三亚
蜈支洲岛助学基金”是我省希望工程
实施 23 年来，捐款数额最大的基

金，也是希望工程圆梦项目实施13
年来接收的最大一笔捐款。截止目
前，支持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的长
效专项基金已累计达20家。

据介绍，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
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2013年曾
向海南省希望工程捐款100万元，设
立“海南省青少年紧急救助关爱基金
——蜈支洲岛基金”，对患大病的困

难家庭青少年、家庭困难的留守少年
儿童、家庭困难的服刑人员子女等进
行救助。近三年来，先后捐款1000
多万元支持我省各项公益事业。三亚
蜈支洲岛旅游区总经理孙林表示，今
后还将投入更多的基金支持海南公益
事业，为把国际旅游岛建设成为人人
向往的和谐岛、爱心岛、健康岛贡献
力量。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王
洪旭实习生麦子晴文/图）8月4日
上午，符文慧和往常一样，在海口
九中旁边的肯德基打工。符文慧身
穿一袭黄蓝相间的制服，忙碌得不
能按时吃午饭。她说：“忙的时
候，一天要工作11个小时。”

符文慧的爸爸没有固定的工
作，每天都开电动车载客，收入并
不稳定。爸爸原本患有肺结核，经
治疗后有些好转。但他却无法摆脱
长达3年的糖尿病，从原本的打针
到现在的药物理疗，对于他的病情
也只起到抑制作用，并没有显著成

效。而符文慧的妈妈则是在超市里
工作，一个月赚2000元钱，大部
分都花在符文慧爸爸的医药费、姐
弟两人的学习上。

而眼下，符文慧一上大学就要
缴纳学费、住宿费等总共将近
9000元，对于这个没有多少存款
的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
数目。因此，高考结束没多久，符
文慧就在肯德基打工赚取学费，基
本上一个月可以赚将近 2000 元。
即使常常忙得吃不上饭，但符文慧
也没有一句抱怨。“能够自己赚钱
补贴学费，我很满足了。”符文慧
笑盈盈地说。

符文慧十分健谈，活泼开朗的
性格让她很受欢迎。“她很容易和
大家打成一片，性格非常招人喜
欢。”在符文慧同事的眼中，符文
慧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虽然才工
作一个多月，她的人缘却很好。

在高中时期，组织能力较强的
符文慧是班上的组织委员，负责组
织平时班级的活动及校运会等。同
时，她还是学校公益社的活动部部
长。符文慧富有爱心，周末一有时
间，她就会带领着公益社的同学，
一起到养老院、残障协会、小动物
保护协会去当义工。“如果不是高
三的学业太过忙碌，我还想将公益
继续下去”，符文慧认为，长达2年
的慈善公益活动，给她带来了很多
不一样的感动。

对于大学的未知旅途，符文慧
充满了期待。符文慧认为，上大学
后也可以学习兼职两不误，平时学
习，周末打工，充实自己的大学生
活。她说，之所以选择测控技术与
仪器这个专业，是因为“如今是信
息科技社会，需要更多的技术型人
才，希望我也能为推动社会前进尽
一份力”。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
王洪旭实习生麦子晴）“小孩很懂
事，如果不给他上大学，又委屈他
了。”8月3日中午，海口市新坡镇
新村尾四队的杨国荣说，为了小孩
将来有出息，还是要坚持打工挣钱
供小孩上大学，要是有好心人帮助
一点，小孩上学就有希望了。

杨国荣今年48岁，几年前患
了肝病和鼻炎，每天出门干活都需
要随身带着药。儿子杨举今年考了
558分（文科），目前报考了三本院
校，还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杨国荣
说，家里只有不到1亩地，除了种

植水稻外，再无其它庄稼，为了供
两个孩子上学，他就到建筑工地打
工，一天可挣100元至130元。

“本来患了肝病，不能干重
活，但是没办法，我只能一边吃药
一边干活。”杨国荣说，他的大女
儿在琼州学院上大三，学费也比较
贵，现在两个孩子都上大学，身上
的担子更重了。

“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干活，常
年辛苦劳作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消
瘦，我和姐姐能一直念书到现在，
全靠父母不辞劳苦。”杨举说，他
读小学、初中时成绩都不错，上了
高中也努力学习，成绩就是上不
去，高考时有些紧张，本来最拿手
的语文和地理没有考好，为此十分
自责，要是考上了二本学费就会低
很多，父母就不用那么劳累了。

高考后不久，杨举就到海口打

暑假工，最终找了两份工作，一份
是在一家尊宝披萨店打工，按小时
计算工资，另一份是兼职发传单。
每天工作12个小时。杨举说，离开
学还有一个月时间，他会继续打暑
假工，多挣一点钱。

暑假期间，杨举的姐姐也在海
口一家台球馆打工，每个月1000
多元。杨国荣说：“姐弟俩都很懂
事，姐姐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都
在打工，懂得靠自己劳动赚钱，为
我们减轻负担，如果不让他们去读
大学，那心里也过意不去。”

“只要能上大学，再辛苦都
值。”杨举说，虽然一天工作12个
小时，但觉得自己还行，年轻就是
要多吃苦，多锻炼。对于未来，杨
举说，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有个
好工作，回报父母，回报每一个帮
助过他的人。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胡
诚勇通讯员司玉王聘钊）“以前取
钱、寄快递都要跑到10公里远的镇
里。现在方便多了，在村里就可以
办理。”近日，在定安县雷鸣镇同仁
村便民服务站，村民符永安在这里
不仅给远在外地的女儿寄了快递，
还取了钱。

近日，记者从定安县委组织部
获悉，定安在全县所有行政村设立
文化村邮站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
公共服务资源，以党建为核心，建

设以“党支部+农家书屋+村邮站”
为服务基础，以“互联网+”为拓
展平台，集党的建设、公共服务、
社会管理、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为
一体的村级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实
现村级党员管理，村级公共服务咨
询、约办、代办，产品宣传、代
销、代购，乡村旅游推介，计生文
化宣传等“一站式”服务，打通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推助农村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据介绍，定安县在“党支部+

农家书屋+村邮站”共建模式的基
础上，利用“直通定安”党建综合
服务网站，以“互联网+”推进服
务型基层组织建设。“直通定安”网
站开设走进定安、党的建设、便民
服务、电子农务、乡村文化、美丽
乡村、农村生育服务七大模块，全
方位覆盖农村便民工作，网站还将
便民服务站的服务内容整合到网站
中，形成便民服务线上线下一体
化；同时将行政审批系统延伸到便
民服务站，村民不出村就能方便咨

询、代办残疾人优待证、二孩准生
证等各项事务；整合村邮系统接入

“直通定安”网站，在村便民服务站
实现代缴水电费、代充话费、代买
车票、收寄物品、转账刷卡、展销
农产品等便民服务，进一步拓展了
服务群众的内容。

截止目前，定安县依托“党支
部+农家书屋+村邮站”共建模式的
首批20个村级便民服务站已全部建
设完成并投入启用，村民足不出村
就能享受“一站式”便民服务。

海口旅职校跻身
中国职业教育百强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
许欣）针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成体
系的评选活动《2015中国职业教
育百强》近日发布评选结果，全国
共有50所高职院校、50所中职学
校入选，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在列。

这项评选活动采用“社会知名
度”、“行业认可度”、“用人单位评
价”和“学生评价”四项评价指
标，为保证入选学校质量，活动只
向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校、高级骨干院校和高职示范院校
发出邀请。

昌江招聘
30名高中教师
报名时间为8月9日至8月16日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
许欣）昌江黎族自治县教师招聘领
导小组近日发布公告，拟以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招聘30名高中教
师。其中，20 人任教于昌江中
学，10人任教于矿区中学。

招聘条件要求：应聘者具备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年龄在36周
岁以下 （1979 年 9 月 1 日 后 出
生），有高中教学经验和特殊贡献
及特长者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师范类全日制
学历等。对正式聘用人员，除工
资报酬参照当地教师同等标准
外，还可一次性补助5000元安家
费；前三年内，每学期探亲往返
一趟的车船费，由学校实报实销。

报名时间为8月9日至8月16
日，报名地点为昌江黎族自治县
教育局人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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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33
姓名：符文慧
高中学校：琼山中学
高考成绩：634分（理科）
录取学校：湖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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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蜈支洲岛捐款1000万设立希望工程助学基金

每年资助200名学生每人5000元

父亲患有糖尿病孝顺女儿暑假打工赚学费

编号：34
姓名：杨举
高中学校：灵山中学
高考分数：558分（文科）

小
档
案

为了凑学费父亲带病上工地 儿子打两份暑期工

村民足不出村就可取钱寄快递定安首批20个村级
便民服务站启用

8月4日，符文慧在肯德基打暑假工。

8月3日，杨举从海口打暑假工
回来，他家的房屋已成为危房。

海口司法局开展
送法下乡活动

南国都市报8月4日讯（记者
何慧蓉通讯员曾莎莎）自今年5月
开始，海口司法局在全市广泛开展

“法惠百姓 服务万家”主题活动。
该局局长淡利锋带队给乡镇村民送
去法律服务。

海口司法局在秀英区永兴镇儒
林村开展“法律咨询”志愿服务群众
活动时，针对村民反映的侵权赔偿
问题，服务队员耐心地帮助村民答
疑解惑，解除村民心中的纠结。针
对其他村民现场提出的一些涉法涉
权、办理低保等问题，服务队能办的
马上就办，不能当场办的逐一登记
造册，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咨询群众
有问必答、有事必办、有难必帮。

此外，海南金裕、嘉法、肖明德
三家律师事务所分别深入遵谭镇、
甲子镇、金贸街道办，开展了“法治
讲堂·律师以案释法”宣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