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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海南”人物评选报纸投票近 10 万票，网络投票访问量超百万次

投票截止日期为 12 月 15 日
南国都市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 贺立樊
敖坤）感动海南，温暖依旧。自 11 月 13 日
起，“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开启公众投票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
参 与 投 票 。 截 至 12 月 6 日 晚 ，“ 感 动 海
南”网络投票访问量超过百万次，微信投
票量已达到 22 万票，报纸投票近 10 万票。
三亚市民陈新每天都在关注“感动海
南”2107 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每天都
为“辞工返乡照顾病重亲人”的三亚 90 后

小伙李鸿民投上一票。“年纪轻轻就这么顾
家，在家人接连患上重病之后，还能做到
不离不弃，这点尤为可贵。
”陈新表示，通
过这次投票活动，他知道了李鸿民的故
事，知道了更多积极向上的感动人物。
越来越多的人每天守着南国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推荐亲朋好友共同参与，选择
心中的感动人物。
自投票以来，来自全岛各地的报纸投
票，源源不断汇聚到本报。初步统计，报

纸投票已近 10 万票。为此，我们再次邀请
您，继续为“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
物投票，为草根英雄加油鼓劲。
“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评选
投票截止日期为 12 月 15 日，网络投票截
止时间为 12 月 15 日零点，报纸投票截止
时间为 12 月 15 日下午 5 点，选票报花需在
15 日下午 5 点之前邮寄或送到海口市金盘
路 30 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大门口投票处。
“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将结

合公众投票与专家评审意见产生，其中公
众投票比例占最终评审的 40%，专家评审
意见占 60%。候选人的最终得票数将在公
众投票截止后进行统计。总票数由微信平
台得票数、“感动海南客户端”投票数、报
纸投票三者组成，其中微信平台得票数 1
票计为 1 票；“感动海南”客户端 1 票计为
5 票；报纸投票 1 票计为 10 票。评选结果
将在 2018 年 1 月举行的“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公布。

候选人回访

世间最美是心安

三亚“潜水哥”陈永国

南 国 都 市 报 12 月 6 日 讯（记 者 梁 振
文）2017 年 7 月 31 日，宁亮夫妇在儋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旁的一个垃圾桶中捡拾纸
箱，纸箱内有价值近 3 万元的 10 条铂金项
链，面对诱惑他们没有动心，而是主动报
警，最终将项链归还给失主。
“做这件事我们只求心安，虽然获得
众多荣誉，但是我们觉得幸福生活还是得
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12 月 6 日上午，
面对记者，宁亮平静地说。

南国都市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谭琦
文/图）敲一敲消防栓，再打开排水口查
看水质，海南天涯水业东部供水有限公
司管网部经理陈永国拿着工具，在海棠
区湾坡路上进行着日常的检查。随着三
亚旅游旺季来临，海棠湾用水量增多，
陈永国和同事一天要兵分两队检查整个
区域的管网情况。

再遇到紧急状况还会这么做

宁亮夫妇坚信幸福生活要靠双手创造

事迹：
捡到 10 条铂金项链归还失主
2017 年 7 月 31 日，宁亮的妻子在儋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旁的一个垃圾桶中捡拾
纸箱，发现纸箱内有价值近 3 万元的 10 条
铂金项链。面对诱惑，夫妻俩没有动心，
主动报警，最终将项链归还给失主。
宁亮夫妇的义举感动很多人，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还给夫妇俩奖励一万元
现金。得知奖励后，宁亮说，他确实很需
要钱，不过更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赚取。
因此，他将 5000 元奖金捐给儋州一
个家庭困难的女孩，剩余 5000 元捐给家
乡，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回访：坚守本心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如今，宁亮在家乡安徽亳州入列“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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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编号

宁亮夫妇。
（资料图）
州好人”榜、入选国家“诚实守信好人”
榜……虽然现在获得不少赞誉，可他一如
既往的平静。“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我没
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我一直认为做人要有
骨气，再穷不能穷骨气，这是我做人的原
则。”宁亮微笑着说。
12 月 6 日上午，当记者再次见到宁亮
时，夫妇俩仍旧开车到乡镇收废品。
宁亮告诉记者，他们现在虽然获得不
少赞誉，但是依然天天出去捡废品，靠双
手挣钱养活自己。拾金不昧的事情获得如
此多的关注，实在受之有愧。世间最美是
心安，还是觉得靠自己双手创造幸福，即
使再苦再累，收获都是满满的幸福。

三种投票方式为他们加油打气
南国都市报微信公众号（ngdsb966123）投票
步骤：
扫描二维码，
进入南国都市报微
信公众号（ngdsb966123），
发送“投票”查看
候选人编号，
发送候选人编号，
并回复验证
题数字，
收到
“投票成功”
，
即完成投票。
注意：
一个微信用户每天最多只能给
同一个候选人投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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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台风天潜水关掉阀门

感动海南客户端投票
步骤：
扫描二维码，
下载
“感动海南客户
端”
，
或在应用宝搜索
“感动海南”
并下载，
进入
客户端，
在首页下面的导航
栏点击
“投票”
栏目，
进入投
票界面，
为候选人投票。
注意：每天最多只能
给同一个候选人投1票。

报纸投票
步骤：
南国都市报每天将刊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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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报纸投票 1 票计为 10 票。

今年 7 月 16 日上午，受第 4 号台风
“塔拉斯”影响，三亚海棠区一路边的
消防栓损坏，为了不影响周边单位和个
人用水，陈永国义无反顾地潜入浑水中
摸索，一次又一次尝试关掉阀门。在 7
分钟内憋气下潜 12 次，他终于关掉了水
下的控制阀门。工作 20 年来，每当出现
紧急情况，他几乎都冲在抢修一线。
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们在海棠区内
各大管网间奔波，只要哪里有水管爆裂
或者是出现异常，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主管道如爆裂，就会影响到
许多市民的用水情况。
”陈永国说。

回访：在岗位上持续发挥正能量
陈永国“潜水”的事迹被报道后，
许多网友都为他的勇敢和敬业点赞。在

候选编号

陈永国拿着工具巡查管网。
当月评选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
中，陈永国获得了 5000 元的正能量奖
金，随后他将奖金全部资助贫困大学
生。海南天涯水业东部供水有限公司也
提倡员工学习陈永国的敬业精神。
三亚旅游旺季来临，用水量增多，
陈永国和同事的巡查也密集起来。“一
天要巡查两回，酒店医院等重点区域我
们会更加关注。”陈永国说，为了保证
海棠区居民游客的日常用水，他们还启
动了应急预案，24 小时都有人员值班。
“再遇到紧急情况，我还是会这样
做的。”提起潜水排险的事情，陈永国
称这只是自己的工作职责。

为感动你的 Ta 投一票

感动海南 2017 十大年度人物选票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候选编号

注：每张选票限选 10 人，全填同一人视为一票，选票复印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