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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读者可以通过以下3种
投票方式，为您心目中的身边榜
样加油打气：

1、“感动海南”客户端投票：
投票客户端投票1票计为5票，

每个手机用户一天仅能投一次。
步骤：扫描二维码下载“感动

海南”客户端，点击首页主图区即
可进入投票页面，点击相应候选
人下方的投票按钮即为投票成
功；或点击客户端下方导航栏中
的投票栏目，再点击投票列表中
的“2015‘感动海南’十大人物评
选投票入口”进入投票页面，点击
相应候选人下方的投票按钮即为
投票成功。提醒：为了此次投票
的公平、公正，最大可能防止恶意
刷票的行为，您将无法直接在转
发的页面上投票，而是需要下载
客户端之后，再进行投票。

2、微信投票：
微信投票1票计为1票，每个

手机用户一天可投一次。
方法一：扫描二维码（搜索“南

国都市报”）关注南国都市报微信
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中
的感动海南栏目→点击弹出的图
文进入投票页面→相应候选人下
方的投票按钮点击即可投票。

方法二：关注南国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点击每条新闻最上方
的“点这里投票”图片进入投票页
面→相应候选人下方的投票按钮
点击即可投票。

特别提醒：
12月4日投票第一天网友们纷

纷反映，称复制码才完成投票太过
复杂。为了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们
紧急修改了投票流程，现在投票只
需点栏目感动海南，或发送“感动海
南”，点开投票界面即可投票。

3、报纸投票：
报纸投票1票计为5票。

“感动海南”2015 十大年度

人物评选活动的选票，读者可
以剪下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
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大厦 7
楼 708 室 ，邮 编 ：570216。 信 封
上请标明“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投票”字样。

2015“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候选编号

1 周薇
2吴运衡、朱优良
3大学生志愿者
4许光勇
5罗培史
6高悦强
7李书念
8王大程
9冯碧仪
10叶敬忠
11 黄有杰
12吴永赞
13海南环保志愿者
14邱良炳
15加笼坪护林员
16澄迈禁毒七老
17吴琴
18魏文贤
19李孝儒
20王慧玲
21 黎海凤
22梁丽霞
23苏朝明
24林健
25吴多清
26琼中女足

27符春桃
28吴昌汝

江绍满
29陈勋虎
30洪庆芝
31 李润富
32李松梅
33李树仁父子
34庞书智夫妇
35薛根军
36陈桂芳
37何贤川
38凌家范
39盘学秀
40吴秋燕
41 崔育川
42谭爱平
43王式军
44蔡敷勇
45李克恩
46高炳玉
47张学斌
48昌江核电人
49援藏导游
50 西环高铁建设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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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张选票限选10人，全填同一
人视为一票，选票复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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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敖坤）“我要给澄迈禁毒七老投一
票。”11日，澄迈县关工委副主任王
廷生特意给南国都市报记者打来电
话说，“邱世兴老人办‘老人梦广播
站’宣传禁毒的事情，特别好。我要
为他投上一票。”

王廷生所讲的“禁毒七老”，本
报今年4月22日曾做专门报道。那
是2013年5月，家住澄迈瑞溪的退休
教师邱世兴，回到老家澄迈金江新云
村委会。回去后，老书记邱世斌告诉
他，“整个新云村委会就有36人吸
毒，有蔓延趋势。”听到邱世斌讲起
这些，邱世兴“感到很痛心、难受”。

邱世兴找到了他的学生邱崇
雄，两人开始商量建广播站。邱崇
雄很受感动：“老师都90多岁了，还
能有这份心，要来帮助改善乡村面
貌。”随后，邱世兴自掏腰包拿出
5000元，同时给澄迈县文体局写信

寻求帮助。最终，2013年 11月 14
日，广播站终于正式成立，开始了第
一次播音。不久，村里一些老人也
相继加入进来。就这样，一个老人
播音班正式组建。他们分别是邱名
杰、邱世兴、邱崇雄、刘秀珍、邱俊
伦、邱世斌、邱世轩，平均年龄超过
70岁。可他们保证了广播站每天3
次固定播音。而经过持续地宣传，
新云村委会先后有4名染毒青年戒
毒，村子里再没出现新吸毒人员。

近日，南国都市报记者再次来
到“老人梦广播站”，正巧赶上邱世
兴老人在播音。邱世兴的声音沙
哑，一字一顿地播音，“毒品是万恶
之源。今天，毒品又死灰复燃……”

现在，“老人梦广播站”的7名老
人被列为“感动海南”2015十大年度
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邱世兴老人高
兴地说：“这样可以更好地宣传禁毒
知识，让更多染毒青年走上正道。”

南国都市报记者徐培培
2015年1月24日，在石山镇美

鳌村，澄迈县的周爱春一家老少7口
来这里走亲戚。两个顽皮的孩子在
水库玩耍时不慎落水，闻讯而来的
姑姑、奶奶救人心切，也一并滑入深
水中。万分危急之际，湖南汉子吴
运衡、朱优良飞奔而至，他们冒着生
命危险，成功将这一家祖孙三代四
口人营救上岸。

事件回放

两湖南爷们救起祖孙四口
周爱春陈乙川夫妇老家位于澄

迈老城的美造村，1月24日这天，夫
妇俩和其他亲戚相约，带着孩子们
回老家过周末。吃过午饭后，小朋
友们到了一起跑出去玩了，大人们
还在说着家长里短。两个孩子萌
萌、辰辰在此期间，跑到附近的美鳌
水库玩耍。

“快来人啊，快救救我的孙子！”
奶奶谢大英大声救声，噗通一声，挂
念孩子的大姑姑已经跳入水中救
人，谢大英见状也跳了下去。几人
落水的地方正是水库的开闸口，也

是测量水位的一个站点，意味着这
里的水深至少在3米以上！受大风
影响，一个个浪花往护坡上拍打着，
下面的暗流却像漩涡一样，把祖孙
三代四口人一点点地推离岸边。

饭后在附近散步的吴运衡和朱
优良飞奔而至，两个老伙计一个连
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入深水中，一
个找来一根木棍，两人耗尽力气，终
于把落水的四人全救了上来。

爱心延续

他们成了这家最亲的亲人
吴运衡和朱优良都是“60后”，

均来自湖南衡阳，是广州铁路集团
公司广州工务大修段衡阳桥隧车间
的职工。他们哥俩一个管质量，一
个管安全，这份工作无时无刻不考
验着人的谨慎和良知。

事发后，周爱春陈乙川夫妇专
程找到这两位恩人，为他们送来锦
旗和新年礼物，看着两个孩子撒欢
似地跑来跑去，周爱春更是感慨地
说，这两个汉子的恩情，他们这辈
子也还不完，“他们是我家永远的
亲人。”

吴运衡、朱优良
淳朴的海南人也让他们感动

澄迈禁毒七老
读者来电：“我要给澄迈禁毒七老投一票”
邱世兴：“要让更多染毒青年走上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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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鳌水库救人的朱优良（左）和吴运衡。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摄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
徐善应）好消息！下载安装“感动海
南”客户端的用户，第一期获奖名
单揭晓啦，赶紧看看您中奖没有。

下载安装“感动海南”客户
端，在“感动海南”人物评选期
间，每周会进行抽奖。凡是“感动
海南”客户端用户，只要在客户端

“个人中心”登记实名和手机号，则
可参与抽奖活动，奖品丰富。目
前，首期获奖者名单已经产生，其
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
5名。

领奖须知：一、二等奖的获得
者，请于12月14日 （周一）—18
日 （周五） 的白天正常上班时间，
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
7楼701办公室领取奖品，须持获奖
短信通知、本人身份证领取。三等
奖获得者，话费将直接充值到手机
号上，敬请留意。

一等奖：丽星邮轮摄影一套+时
光映像VIP会员卡一张（游轮船票
自理），价值3999元（情侣照、闺
蜜照、亲子照三选一，全程专业摄

影师、化妆师陪同）。二等奖：珍珠
项链，价值2388元。三等奖：50元
话费。

南国都市报新媒体工作室负责
人特别提醒，已经下载安装“感动
海南”客户端的用户，但还未登记
实名和手机号的，请尽快到客户端

“个人中心”进行登记，则可以参加
下次的抽奖活动，第二期的中奖结
果将在下周一公布。

如何关注下载“感动海南”客
户端？有如下3种方式：

1、 苹 果 手 机 在 “App
Store”搜索“感动海南”下载客户
端；安卓手机在“360 手机助手”
或“应用宝”中，搜索“感动海
南”下载客户端。

2、手机拍摄报纸上二维码，将
照片通过微信发给朋友，长按照片
可下载。

3、关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
号，投票期间，每天推送的微信头
条新闻都有详细的客户端下载介
绍，可把这条新闻分享给朋友，长
按当中的二维码下载。

“感动海南”客户端用户，首批获奖名单揭晓——

看看您中奖了没！
获奖名单

一等奖1名：
13617感动海南25

二等奖2名：
13005感动海南22
15248感动海南34

三等奖5名：
18876感动海南04
15103感动海南21
18976感动海南93
15109感动海南83
15595感动海南76

注：获奖名单中手机号码里
的汉字所替为隐去的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