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警通过微信关注受助女孩生活
仍不愿多提当年救助他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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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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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海南”2015 十
大年度人物评选投票评分权
重设定：

①报纸投票，客户端、
微信投票权重60%。

②评委评分权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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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
1997年，年仅10岁的海口琼山区红旗镇女孩王燕

青，因为母亲生病而辍学在家。一位陌生女警如“神
仙姐姐”般给她的人生带来契机。在女警持续9年的
资助下，她重返校园。现在王燕青已经结婚生子，生
活幸福，却一直无法忘记这份恩情。几经周转，她找
到这位失联的“神仙姐姐”——海口女警符春桃，后者
却低调不愿承认，说“过得好就好”。

回访
12月9日上午，符春桃正在琼山公安分局刑警

大队中控中队办公室低头办公，见记者走进来，她
非常意外。“我们俩偶尔联系，主要是通过微信关注
她，看到她的宝宝健康，长得壮实，心里就放心
了。”提起资助的女孩王燕青，符春桃的话显得多起
来。她介绍说，由于工作忙，王燕青到海口邀请她
到现在居住地作客，一直没能实现，令她非常愧疚。

谈起日常生活和工作，符春桃介绍，工作上难
免会遇到个别办事老百姓临时困窘的情况，及时搭
把手，比如帮忙付个办证费用等。对于资助燕青的
行为，她认为只是力所能及地做点事，并不值得宣
扬。“有困难找警察，作为一名警察碰到老百姓有困
难，不能让他们失望而归，我就是搭把手。”符春桃
仍然坚持做好事不图任何回报的观念。

“春桃姐现在是我们这的名人了，大家都在点赞
她热心资助人低调不肯认的行为。”符春桃所在中队
中队长谷乐介绍说，她是通过微信朋友圈获悉符春桃
的事迹，但她心里并没有太意外，反而觉得“她的性格
做好事确实不会张扬”。从“做好事不承认”被报道
后，符春桃依然继续自己的做人做事风格——低调、
踏实，坚持每天早到，扫扫办公室的习惯。

“善良”、“性格温和”，谈起对“春桃姐”的印

象，这两个词谷乐多次使用。“她平日为人就少说多
做，自己份内的事肯定做好，额外总会主动帮别
人，人缘特别好。”谷乐说。

“这个民警为人热心，在枯燥的岗位上干了多
年，从来没有任何抱怨，爱岗敬业。”琼山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长崔师铭对符春桃评价很高，他举例说，
符春桃负责琼山公安分局档案管理工作，仅去年一
年该局立案的刑事案件就有两千多起，符春桃却能
做到“如数家珍”。

“我们一线的刑警还有破大案的成就感作为工作
动力，但是符春桃每天对着档案材料，枯燥乏味，
她却坚持多年不放松。”崔师铭认为，符春桃是公安
警察的一个缩影，重视老百姓的安全等大小事，身
体力行践行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南国都市报记者田春宇文/图）

事迹
今年3月8日下午4点刚过，在定

安县定城镇潭黎村委会春内村，已经
年过7旬的叶敬忠阿公正在自家的地
里除草，突然，不远处传来了小孩的
呼救声：“救命啊！救命！”

意识到不妙的叶阿公顾不上多
想，便朝 200 米开外的龙州河边跑
去。随着距离渐渐拉近，只见三个孩
子正在水中浮浮沉沉，不断地挥动着
双手在水里挣扎着。

见状，叶阿公来不及脱下衣服，
就跳入水中向孩子们游去。叶阿公游
到孩子身边后，从其中一个孩子的腋下
将其托起，并让这个孩子抓住另外一个
孩子的手，一点点地把两个孩子拖回到
岸边。

由于年纪大了，把两个孩子救上
岸后，叶阿公累得直喘大气，可是水
里还有一个孩子正在挣扎。叶阿公顾
不上休息，深呼吸一口气后，再一次
跳入水中。叶阿公几次试图将孩子拖
回岸边，但还是不行，最终体力透支
的阿公不幸与孩子一同沉入水中……

回访
“阿公是为了救人而死的，我们

虽然很难过，但他用自己一条老命换
了两个孩子的命，我们觉得值……”
将近10个月时间过去，当记者再次
回访叶阿公的老伴叶爱莲阿婆时，她
已经走出了痛苦的阴霾。

叶爱莲阿婆说，她和阿公两人有
五个女儿，除了小女儿嫁在村里外，
其他四个女儿都嫁到外地。阿公在世
时，他们二老相依为命，靠着种点农
田和每人每月15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
计。阿公因为救人走后，只剩下她一
个人独自生活，但当地政府部门对她
非常照顾，不仅给她送过慰问金，而
且每月给她的低保金也提高到了200
多块钱。村里人也经常向她嘘寒问
暖。“大家都这么照顾我，就好像阿
公从来没有离开过。”叶爱莲阿婆说。

“如果不是阿公，我们的儿子那时
候就都没了！”言语间，春内村村民叶
兴奋充满了感激。叶兴奋说，那次获
救的叶长康和叶长禄分别是他和他弟
弟唯一的孩子。阿公的这一份恩情，
他们全家人永远都会记住。如今，他
虽然已经到县城居住打工，孩子也到
了县城上学，但每次回到村里，他都
会带着孩子到叶阿公家里看望，看阿
婆一个人在家，有什么体力活需要帮
忙的，他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回访中，当地的村干部还告诉记
者，叶阿公虽然走了，但他舍己救人
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村里人。阿公此次
入围“感动海南”2015十大年度人
物候选人的消息已经在村里传开了。
为了支持叶阿公，这段时间，村里的
年轻人还主动在村民微信群中发信
息，发动大家一起为叶阿公投票。

（南国都市报记者胡诚勇）

南国都市报12月17日讯（记者徐善应）
“感动海南”2015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投
票正在进行。给“感动海南”人物点赞投
票，最近在微信朋友圈一度活跃。截至17
日 16 时，在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以及

“感动海南”客户端上，“感动海南”的50
位候选人物（集体）实际的访问量已经超过
150万人次。此外，收到的报纸投票量达到
3万票。

自 12 月 4 日正式启动“感动海南”
2015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投票以来，读
者投票踊跃，纷纷为心目中的平民英雄点
赞，并发表最美留言。辞去工作，全身心照
顾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用6年时间让孩子学
会自理，这位伟大的父亲陈勋虎成为“感动
海南”人物的候选人。陈勋虎说，小区邻居
得知投票消息后，在微信群里广为发动，大
家纷纷为他点赞投票。正是因为投票，周围
更多的人对自闭症有了一定的认识。

微友投票也是相当踊跃。微友“谢达
强”在朋友圈上分享了“感动海南”人物投
票的链接，并发表感言，“请为‘用生命兑
现入党誓言’的好村官洪庆芝投上一票
……”

除了通过微信、客户端投票外，读者报
纸投票也十分踊跃。这些天来，不少读者拎
着一袋袋的选票，送到南国都市报社，支持
心目中的英雄，传递正能量。还有读者将选
票邮寄到本报社。

“感动海南”2015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
动投票环节，将于12月23日截止（报纸投票
以邮戳时间为准）。广大网友，赶紧为您心中
的“感动海南”人物投票点赞吧！此外，想
通过报纸投票的读者，也请抓紧送票和邮寄。

“感动海南”2015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本月23日截止投票啦
50位候选人新媒体访问量已超150万人次赶紧为您心中的“感动人物”投票点赞吧！

叶阿公虽然走了
但他的精神一直感动着村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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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符春桃特别认真仔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