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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警民联合上演
“鹿城大救援”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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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母亲节将至，《三亚日
报》5 月 7 日报道了一个感人至深的
母爱故事，让笔者深刻体会到了母
爱的伟大与不易。

三亚有一名“快递母亲”杨星，
一天工作至少 12 小时，有时最多送
700 多件快递，4 年如一日，烈日当
头取货、扫码，风里雨里分装、派送
……电动车后面永远载着个“小跟
班”——10 岁的患病女儿宋杨。

36 岁的杨星用羸弱身躯为 10
岁的女儿撑起了一片天，更将“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演绎得淋漓尽
致，这份母爱犹如春雨润物无声，既
滋润了女儿的一生，更感动了我们。

在女儿宋杨 18 个月大时，杨星

夫妇就发现女儿智力、行动的发育
相比同龄儿童显得迟缓。即便是后
来辗转奔走于各大医院，也始终无
法确诊具体病因。

为了利于女儿养病，杨星夫妇
从湖北辗转来到三亚谋生；为了筹
钱给女儿看病，杨星夫妇成为风里
来雨里去的快递员；不放心女儿离
开自己的视线，杨星再苦再累也要
将她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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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母亲”带来的感动和感恩
三亚日报 吴采净

本报

独家

多家医院对杨星母女伸出援手，经仔细考量后，“快递母亲”作出慎重选择——

今天上午，本报记者将陪小宋杨到市中医院检查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 黄珍 顾翔 张慧膑 见
习记者 卢智子）5 月 7 日，《三亚日报》在头版、五
版报道了来自湖北、每天高温下 12 小时载着患病
女儿在三亚送快递的“快递母亲”杨星与女儿宋杨
的故事，引起了市民读者的广泛关注，大家都为她
们母女的故事所感动。当天，因公在外的市委副
书记、市长阿东看到《三亚日报》报道后，高度重
视，第一时间委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铁军向
市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了解杨星母女情况。阿东表
示，三亚应当关心关爱外来务工人员，老百姓的事
再小也要做。

当天下午，市民政局局长潘国华获悉三亚

“快递母亲”杨星家庭的困难情况后，立即要求市
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第一时间联系三亚日报记者和

“快递母亲”杨星本人，详细了解其家庭和困难情
况，经初步了解，杨星家庭不符合社会救助政策救
助条件。市民政局将通过发动社会组织力量，倡导
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力量给予捐助，并联合属地天
涯区民政局入户调查，主动服务，送去民政温暖。

宋杨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能不能进行医疗救
助？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严连勇了解到“快递母亲”
杨星救女情况后深受感动，他表示，市医疗保障局
将从医疗保障方面等全力支持杨星女儿的疾病医
药费用，希望能够尽部门之责，为宋杨解决医疗费

用等问题，让她健康快乐成长。
宋杨因病在三亚上不了学的情况引起了市教

育局的关注。市教育局副局长方玉来得知情况后
表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三亚可以保障他们
上学。目前，已经将信息转由市教育局基教科相
关负责人跟进解决。

为母则刚的杨星一边照顾患病的女儿，一边
拼命送快递挣钱，表现出了女性的坚韧与毅力。市
妇联主席杜丽银表示，“快递母亲”杨星在工作中兢
兢业业，在家庭中对女儿不离不弃，这样的“母爱”
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市妇联将于 5 月 8 日看望慰
问杨星家庭，送去“娘家人”的温暖。

本报独家报道引起市长阿东关注

“关心关爱外来务工人员，老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
市民政、医保、教育、妇联等部门纷纷关心关爱杨星母女

5 月 7 日，《三亚日报》刊发独家报道《每天高
温下 12 小时载着患病女儿送快递》，官方微信推
送《好坚强！三亚“快递母亲”每天 12 小时载着患

病女儿送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不少爱心人士、医疗机构纷纷表示愿意帮助小宋
杨早日康复，走进学堂。有的询问病情症状，有的
介绍相似病症并提供参考意见，有的想要探望救
助，有的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针对小宋杨
的病情，三亚市中医院、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
第二医院海南分院、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
院、大诚中医等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免费检查救治。

多家医院关注 愿意提供免费救治

“我想让她有个好身体。”对于三亚“快递母
亲”杨星来说，治愈常年被疾病折磨的女儿，是一
个期盼已久却难以实现的愿望。

去过哈二院、恩施市医院、三亚农垦医院、市
妇幼保健院、省妇幼保健院……杨星夫妇从女儿
宋杨 18 个月大的时候就带着她跑遍湖北、海南以
及东北，四处寻医。每去一家医院，杨星心里都忐

忑着，无助着，又期待着，祈祷着，希望能听到哪位
医生告诉她说孩子的病情可以救治。

杨星告诉三亚日报记者，宋杨去哈二院检查
的时候年龄尚小，医生说一切正常；在恩施市医
院，医生只是说孩子消化不良；而在海南省妇幼
保健院做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说孩子有胃炎，
和对鸡蛋有轻微过敏。“我们带孩子去过的医院
都无法查出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杨星还表示，
目前小宋杨的智力方面的疾病还没有在医院鉴
定过。

“这些年也没计算过到底花了多少钱，只是
从来没攒下过钱，有点儿钱都花在孩子身上了。”
了解到杨星的家庭困难和小宋杨的病情后，爱心
人士表示愿意提供治疗费用，同时三亚市中医院、
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三
亚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表示心
系小宋杨的病情，并愿意提供帮助，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免费检查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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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病情症状、提供参考意见、想要探望救助、提供经济帮助……

爱如潮水向三亚杨星母女涌来
三亚市中医院、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海南圣巴厘医院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

大诚中医等心系小宋杨病情，并愿意开通“绿色通道”，提供免费检查救治
见习记者 卢智子

本报讯（记者 顾翔 见习记者 卢智子）5 月 7
日，《三亚日报》刊发独家报道《每天高温下 12 小
时载着患病女儿送快递》后，引起多方关注，针对

小宋杨的病情，三亚市中医院、海南圣巴厘医院哈
尔滨市第二医院海南分院、三亚市人民医院、三亚
中心医院、大诚中医等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开通

“绿色通道”，提供免费检查救治。经仔细考量后，
“快递母亲”作出慎重选择，5 月 8 日上午，本报记
者将陪小宋杨到市中医院检查。

“今天接到好多爱心人士的电话及微信，全都是给我加油
和关心关注我们的，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好人，感恩大家，是大
家给了我更大的力量继续往前，特别感谢三亚日报、记者智子
美女，一直在帮我联系各大医院、学校及社会各界力量。感恩，
大千世界让我遇到向我伸出援手的所有人，我们一直在努力，
今后会更努力，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家的帮助，对孩子的关心，谢
谢。感谢三亚日报！感谢党报的力量！”

杨星签名右边是其患病女儿宋杨的“签名”

以下是感谢信全文：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记

者 高敬）生态环境部 7 日首次公布了

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水环境质量排名。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说，从今

年一季度起，将每季度开展地级及以

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

质量状况及变化情况排名。排名城

市范围为设置有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的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参加排名

的断面为 205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

面（其中 1940 个为国家地表水评价

断面，110 个为入海控制断面），主要

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流域和西北诸

河、西南诸河和浙闽片等三大片区的

主要河流和重点湖库。排名不涉及

城市地下水、黑臭水体，以及未设置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的较小河流、湖

泊或水库。

“通过排名可以客观反映地方政

府水污染防治工作成效和努力程度，

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水污染防治工

作的积极性，推动全国水环境质量稳

步改善。”这位负责人说。生态环境

部组织对考核断面统一实施采测分

离，从运行机制上实现水质监测与考

核对象脱钩，确保监测数据独立、客

观、公正，并实现水质监测全过程、各

环节留痕质控，全面提高数据质量，

为排名提供真实、可靠数据支撑。

今年一季度，雅安、来宾、云浮等

30 个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

境质量相对较好，吕梁、营口、邢台等

30 个城市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四

平、长春、中山等 30 个城市水环境质

量变化情况相对较好，吕梁、营口、朔

州等 30 个城市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相对较差。

生态环境部首次公布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排名

杨星带女儿在解放路附近送快递。
见习记者 卢智子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5 月 7 日上午，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童道驰主持召开七届市委常委
会第 124 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重大历史机遇，立足自身区位和政策优
势，强化战略联动意识，把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结合起来，着力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标杆、做好表率。

会议指出，习总书记的主旨演讲，高屋建
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推进“一
带一路”走深走实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
向。三亚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
市，是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在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面
临重大机遇、肩负重大责任。全市上下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积
极主动地融入国家战略，将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结合起来，扎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当好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标杆。

会议指出，要抓好产业转型升级等工作，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三亚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及地区的城市互联互通，加强文化、旅游、
体育、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落实好人才
引进、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等政策，汇聚更多
的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加快三亚的产
业发展和城市繁荣，推动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会议强调，要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
境。对接国际规则惯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积
极引进更多国际人才和企业。进一步在旅游标
识、旅游市场服务等细节上下功夫，提升城市国
际化水平，吸引境外游客前来三亚度假，带动入
境游市场提升，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市委常委陈铁军、陈小亚、傅君利、陈正
光、尚林、涂永革、徐伟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震华、市政协主席容丽萍列席会议。

童道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抢抓历史机遇 深化改革开放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标杆做好表率

张震华容丽萍列席

博后村的民宿经济
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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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客机迫降起火
调查有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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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快递母亲”为女寻医求学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