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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回访

白沙黎族女干部吴桂英工作中突发心脏病去世

同事接棒继续帮扶贫困农户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者 梁振文）
2016 年 12 月 31 日，51 岁的白沙黎族自治县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黎族女干部吴桂英，
因突发心肌梗塞，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2017 年 11 月 13 日，吴桂英离世近一年
了。丈夫庄先生说，妻子的离去对家庭打击
太大，大家至今仍不能释怀。同事们也一直
在记挂着她，继续帮扶大米村委会石皮村贫
困户们走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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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扶贫连续三个月没有回家
忙完当天工作突发心肌梗塞
2016 年 10 月开始，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就职的吴桂英就一
心扑在扶贫工作上。直到 12 月 30 日，吴桂
英已经三个月没有回过家。哪怕在 2016 年
12 月 24 日，在四川打工的大儿子庄圣宏带
着媳妇、孩子回海南，她也没有时间回去团
聚，也没有到机场给大儿子一行送机。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吴桂英在忙完当天
的扶贫工作后，突然感到一阵一阵胸闷和心
慌。大米村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亮连忙
开车带着脸色蜡黄的吴桂英就往镇卫生院
赶。车子刚开到路口，吴桂英说了一句“胸
口好难受”就晕了过去，再也没醒过来。

回访：

家人对她的思念依旧
同事帮扶农户争取早日脱贫
“妻子去世已经快一年了，但全家人对

吴桂英生前在工作中。

候选编号

她的思念一天天加重。”吴桂英的丈夫庄先
生伤心地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因妻子
的离去，家里气氛变得很悲伤压抑。如今，
大儿子仍在内地四川打工，每次打电话回来
都会声音哽咽地说想念母亲。小儿子在学
校读书，周末回家，一看到母亲的遗照依旧
会泪水在眼眶打转。
“扶贫工作不能耽搁，帮助贫困户摆脱
贫困就是对吴桂英最大的告慰。”白沙农业
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符进宏告诉记者，吴
桂英是倒在扶贫的路上。单位的同事们接
过她手中的任务，继续帮助农户，争取早日
脱贫。
“吴桂英责任心强，工作一丝不苟。对
扶贫工作丝毫不怠慢，我们要向她学习。”符
进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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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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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南国都市报将刊登“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
人物评选活动的选票，读者剪报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市金
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大厦大门口“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
物评选投票处，邮编：570216。信封上请标明“感动海南十
大人物投票”字样。
(注：报纸投 1 票计为 10 票。)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乡村
南国都市报 11 月 13 日讯（记者 胡诚
勇 通讯员 陈创淼 张丽珍）11 月 13 日上
午 ，海 口 市 秀 英 区“ 宣 传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乡贤共话乡村更新”座谈会在长流镇
美德村乡贤文化室召开，50 多位来自秀英
辖区各镇街的乡贤、村干部、村民们欢聚
一堂，共话党的十九大，为海口为秀英各
项工作建言献策谋发展。
“我们以三卿村为核心，以火山独特
地域景观特色、人文资源特点，将周边八
个自然村连接起来，打造具有火山特色的
高规格、高水平全域旅游体系，把火山文
化资源串珠成线，串成旅游路线，用共享
经济及互联网平台把人流、客流、信息流
引进来。如今党的十九大给了我们这么
多的优惠政策，我们更应该找到破解三农
问题的新钥匙，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村
经济，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座谈会一开
始，石山镇三卿村民小组组长王杰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民宿打造、全域旅游发展等

海口美德村乡贤共话党的十九大

建言献策谋乡村更新
内容，用自己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游的真实
故事，以接地气的语言详细解读党的十九
大精神，让现场乡贤、村干部和村民们感
受到了乡村发展的强劲脉搏，勾起大家的
浓厚兴趣。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这让我们充满信心。”美德村乡贤成员
王禄活信心满满地说，
“对于我们村来说，
人多地少这是我们的现状，但是我们村坐
落在新市区附近，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
厚，而且有山有海，可谓是山海相连处。
我们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整合资源，发展
民宿，综合休闲娱乐、健身养老、亲子游等
内容游吸引海内外游客体验，让农民融入
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让村民在家门
口就能够吃上旅游饭。
”
“以前美德村委会前还是一片荒地，
什么也没有，如今乡贤文化长廊、篮球场、
排球场、露天影剧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拔地
而起，每次回美德，每次都有新变化、新惊

喜。”对于美德村的媳妇，同时又在长流镇
有过五年工作经验的郑小燕来说，美德村
的变化历历在目，她认为美德村拥有厚重
的人文底蕴，加上交通便利，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只要村民们同心协力推动产业转
型发展，进一步打造美德品牌，美德村面
貌将更加靓丽。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党
的领导。秀英区在大力培养农村优秀基
层干部的基础上，弘扬传统乡贤文化，发
挥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加强依
法治村，形成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强大合
力，完善“一核两委一会”乡村治理结构，
不断提升农村治理管理和美丽乡村建设
水平。
秀英区加强镇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
设，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
先锋模范作用和乡贤带头引领、辐射示范
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谋发展、出
实招、奔小康。

陵水掀起
浪漫婚拍热潮
南 国 都 市 报 11 月 13 日 讯
（记者 孙学新）11 月 10 日到 12
日 ，“ 陵 水 ， 我 的 浪 漫 与 你 有
关”大型婚拍系列活动圆满落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的优秀摄
影师在陵水进行拍摄，活动全
程通过直播平台吸引了近百万
网友观看。
活 动 期 间 还 举 办 了 PPAC
（亚洲专业摄影师协会） 浪漫旅
拍论坛，来自 PPAC 的摄影大
师将陵水旅拍的美照进行了分
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
举办了一场滨海浪漫主题秀，
采用 360 度无死角立体回形秀
台，由专业模特展示高级定制
的婚纱礼服。
陵水旅游部门有关负责人
表示，活动宣传了陵水旅游文
化，对陵水的旅游人群导流起
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且让更
多的年轻人了解到浪漫婚拍的
绝佳拍摄地点陵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