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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家庭美德 传播良好家风

孙铭是三亚海关监管一科副
科长，负责三亚口岸进出境货物
监管工作。2020 年 1 月 24 日除
夕夜当晚，孙铭接到紧急任务
——监管入境防疫物资，他当即
与怀孕 6 个月的妻子刘溪告别，
从海口回到三亚奔赴工作岗位。
临行前，刘溪为丈夫打包一碗饺

子，叮嘱他注意安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每天都有大量防疫物资

入境，在科室人手不足的情况下，

孙铭以党员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一人当三人用坚守在监管一线。

运抵防疫物资的航班多是在夜间

抵达，他经常从深夜工作到天亮，

白天还要完成物资登记、信息上

报、质量监测等后续工作。面对

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孙铭始终

以饱满的热情高质量完成任务，

防疫期间共验放口罩、防护服等

防疫物资 71批次，没有发生一次

质量问题，为三亚疫情防控提供

了有力保障。“在抗疫一线深切感

受到‘生命至上、举国同心’的力

量，保障防疫物资快速入境，第一

时间运抵抗疫一线，是我作为一名

海关关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孙铭

说。

孙铭与妻子从小认识，在大

学确立恋爱关系后十年爱情长跑
进入婚姻殿堂。2016 年，刘溪追
随孙铭的脚步来到海南，在海口
一所中学教书，作为学校的教学
骨干，刘溪多次在市、县级教学比
赛中获奖，她的学生曾考取全省
中考第一名。2020年初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学校停课，刘溪精心
制作线上课件，主动研究适合线
上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此前，孙铭、刘溪夫妻俩一个
在三亚、一个在海口，虽分隔两
地，彼此常电话嘘寒问暖。他们
格外珍惜相聚时光，几乎从来不
吵架，一直是别人眼中的恩爱模
范。为了和孙铭团聚，2020 年，
刘溪辞去了海口稳定的工作，来
到三亚重新求职。夫妻俩都热心
各种公益活动，他们参与无偿献
血 30 余次，捐献全血 6200 毫升、
成分血 26个治疗量，孙铭还获得

“2018—2019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银奖”。

苏忠宁生前是海棠区升昌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提前结束
休假，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和村“两
委”干部早出晚归，共同投入到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

2020年 2月6日23时，在防疫战
线上奋战的苏忠宁突感不适，回到家
后立即瘫倒在地、吐字不清，家人紧
急将其送往医院。经手术抢救后，苏
忠宁恢复了生命体征，但一直躺在
ICU病房内。2020年12月9日晚，因
医治无效逝世，生命定格在 50 岁。
苏忠宁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海
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村民的好书记
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

上世纪90年代，在指望微薄土地

租金过日子的时候，苏忠宁凭借勤劳
和智慧过上好日子，初步走出一条芒
果种植销售之路。2007年，苏忠宁任
海棠区升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他积极为村民谋发展，鼓励村民
种植芒果。2008年升昌村征地拆迁，
拿到赔偿款的村民准备建房，苏忠宁
挨家挨户做工作，让村民将房子一楼
建成门面，租给来自外地的物流企
业，经过多年发展，升昌村逐步形成
较为稳定的芒果物流集群。在他的
带领下，村民走上致富道路，开上了
轿车，住进了小洋楼。

在集体产业发展的浪潮中，苏忠
宁整合资源，为升昌村制定一项项
发展规划。 升昌村里有一处沼泽
地，不适宜农业耕种，但种莲花有优
势。经过细致研究，“香水莲花”项
目提上日程。如今，升昌村的莲花
产业已经“开花”，惠及全村村民。
苏忠宁也一直关心村里年轻人的成
长，鼓励村里年轻人电商创业。

连续奋战15天
病倒在抗疫一线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苏忠宁作为村里疫情防控工作主要负
责人，从1月 23日起，除了按照值班
表值班外，他还会在村内巡查，仔细把
关每一个环节，平均每天工作11个小
时。苏忠宁每天上门为两户湖北籍人
员测量体温、登记健康情况、提供“跑
腿”服务，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升昌村村干部王明清楚地记得
苏忠宁病发当天的工作日程：2020
年 2月 6日上午 9时许，苏忠宁与驻

村干部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细化分析各项防控工作，9时 30
分前往老村路口排查卡点值班;15
时 35 分，苏忠宁前往另一排查卡点
巡查；16时，升昌村老苦田路附近突
发小范围火灾，苏忠宁立即带队前
往灭火；20时，本该休息的他再次前
往老村路口排查卡点巡查，并与工
作人员一同值班……当晚 11 时，他
因劳累过度，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
院，经过手术抢救后，虽然恢复了生
命体征，但一直躺在 ICU 病房内。
2020年 12月 9日晚，苏忠宁去世。

重家风家教
时常教导孩子做人要诚实

几十年的夫妻，王月花心疼苏忠
宁不辞辛苦，每天忙碌在工作岗位
上。苏忠宁生前，无论起多早，王月
花每天都会为他做一碗地瓜饭，同
时备点鱼干送饭，他们是村里人尽
皆知的美满家庭。但从村里乡村振
兴的工作提上日程开始，苏忠宁越
来越忙，王月花和儿媳除了要照顾
家里的大小事务，还肩负起苏忠宁
疏于管理的果园，默默支持着苏忠
宁的工作。

苏忠宁生前时常教育孩子们，做
人要诚实，要有品德，真诚，要做事
先做人。话语虽然简单，但是他以
实际行动来证明。两个儿子一个在
村里的车辆检测站工作，一个刚大
学毕业，而且还有2岁的孙子和6岁
孙女。 儿媳罗家敏作为村里的禁毒
专干，做事同样细心、负责，几乎每
季度都获评村里的优秀员工。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苏忠宁：

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好书记”重家风家教

姜楠是三亚市税务局收入核算
和税收经济分析科副科长，从税7年
来，曾获得 1 次总局三等功、1 次市
局三等功、市三八红旗标兵、省经济
普查先进个人等荣誉，用汗水和心
血谱写“税”月风华；丈夫孙炳学是
海棠湾开发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

夫妻俩对女儿的教育上，注重言传
身教，为孩子成长营造自由、宽松的
家庭氛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全国党员冲锋在前，作为党员的姜楠
也不例外，春节后她就被海南省税务
局抽调参与全省复工复产分析工作，
由她主笔撰写的两份经济分析报告
均得到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批示。
据悉，在海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她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头扎
进材料中，鞠躬尽瘁、夙夜在公，只为
了能在税收角度为省委、省政府及时
分析形势提出建议，为全省复工复产
情况研判贡献税务力量。

丈夫孙炳学则更先一步冲在抗
疫第一线，大年初五开始就全力以
赴投入到某医院发热门诊建设中，
加班加点保证工期按时完成。姜楠
的父母为了消除夫妻俩的后顾之

忧，主动担当“后勤”，帮忙带外孙
女，疫情期间在家中严格防疫，用自
己的行动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姜楠恪尽
职守，细针密缕地做好核算和分析工
作，她所在的科室成为三亚税务局建
设自贸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
截至目前，姜楠4次被抽调参与全省
税收分析报告的撰写。2019年，她被
抽调到减税办负责减税降费各项综
合协调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她与同
事加班加点配合完成各项交办任务，
协调宣传培训、数据核算、风险应对、
督察督办等多方面工作，确保减税降
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纳税人能享
受到真正的减税降费红利。

悉心建筑小家的美满，投身绘制
国家的宏图。姜楠一家用平平凡凡的
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国与家、家与
爱的真谛，深受单位、邻里的好评。

陈乐文、邢莉莉的家庭是一

个平凡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的

四世同堂之家。陈乐文是中国

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主任

科员、人事科负责人，妻子邢莉

莉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科副

科长。自 2010 年结婚以来，夫妻

俩积极进取、爱岗尽职，用行动
扛起责任，用担当诠释敬业。

作为单位的青年骨干，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陈乐文主动放
弃春节假期，第一时间投入到疫
情防控工作中，牵头起草单位疫
情防控工作方案，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当得知防
疫物资紧缺，陈乐文多方筹措，
四处奔走联络购买口罩、消毒酒
精等，与同事一道全力保障单位
防疫物资供应，担起了基层央行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陈乐文曾获
第二次经济普查国家级先进个
人、海南省优秀团员等荣誉称
号。在同事心中，陈乐文工作积
极认真，总是主动挑苦活、扛难
题。

2008 年到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至今，邢莉莉一步一个脚
印，踏实肯干，敢于担当，她是同
事眼里的“拼命三娘”，2019 年在
市中级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中，身怀六甲仍然勇
挑重担，荣立“三等功”。邢莉莉
在 2015 年、2016 年被评为先进
工作者，2017 年被评为优秀党务

工作者，2018 年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夫妻二人热心社会公益，
积极参加各种献爱心活动，无论
是在抗灾救灾还是在疫情防控
中，全家人都能够积极参与爱心
捐款、助农扶贫等。

陈乐文一家四世同堂、幸福
融洽，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双
方父母为支持他们的工作，主动
承担起了看护孩子的任务，夫妻
俩一有时间就陪伴家人，共享天
伦，陪老人说话、散步，带老人出
门远行，夫妻俩还教会老人使用
智能手机。“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是温暖的时光。”夫妻俩说，“老人
为我们付出那么多，照顾孝顺老
人是我们这些儿女应该做的。”在
他们的影响下，一双儿女懂事听
话、彬彬有礼。

徐贺楠是三亚海关驻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办事处旅检四科科
长，刘洁是三亚海关驻邮轮港办
事处邮轮监管科副科长。2020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这对海关
战“疫”前线的夫妻拍档，携手并
肩战斗在抗击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让人看到了最美好爱情的另
一种表达方式。

徐贺楠、刘洁合影中最满意
的就是穿着相同制服的那张，他
们虽然在不同科室，却同在一
线。其实，夫妻俩每年坚守在工
作一线，已连续多年没有回老家
过春节了。2020 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徐贺楠、刘洁在
各自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健
康与平安。

“HX169航班已到机位，经旅
客舱单分析，机上有 3 名武汉籍
旅客，需做登临检查”。2020年 1
月 25 日 12 时 50 分，刘洁还没来
得及吃口饭，就迅速地穿上防护
服，戴上 N95 口罩和防护目镜去
给旅客做流行病学调查和医学排
查。这是三亚海关首例武汉籍旅
客转运。2020年 6月 11日、12日
连续 2 架包机入境，当时凤凰机
场地面温度已突破 50℃，刘洁与

丈夫并肩上阵。疫情当前，当两
个同样在厚重防护服下的年轻
人，完成了一个重点旅客的交接
时，他们短暂对视，目光中只有对
彼此的鼓励和挂念。

他们是单位优秀的骨干青
年。徐贺楠在2018年、2019年分
别 获 三 亚 海 关 个 人 嘉 奖 1 次 ，
2016 年获评三亚海关“优秀共产
党员”。刘洁在 2014 年、2017 年
分别获原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个人嘉奖1次。

他们是一对孝顺的子女。刘
洁的母亲是甲状腺肿瘤患者，稍
微劳作就呼吸困难，徐贺楠将岳
父、岳母接到海南照顾，全家相处
和睦融洽。夫妻俩心疼老人照顾
孩子劳累，下班后总是抢着做家
务，变着花样为老人做美食，一有
时间就陪着老人逛街、散步。在
尊长敬老的家风教育下，儿子佑
佑大方懂事，每次有好吃的、好玩
的第一时间与姥姥姥爷分享。

（黄珍 符府 罗颖如 邢凌凌）

姜楠、孙炳学家庭：

舍小家为大家 疫情防控显担当

陈瑜、李华燕家庭：

夫妻并肩作战 为疫情防控贡献家庭力量

李华燕是崖州区南滨居委会党
委委员、妇联主席，2020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突如其来，她和同事冲锋在
前，发动巾帼志愿者投入疫情防控

基层宣传中，常常早出晚归，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直到疫情得到控制。

崖州区南滨居下辖 26 个小区、
25个居民小组，常住和流动人口近6
万人，与其他社区相比疫情防控工
作显得繁重。疫情初期，崖州区南
滨居“两委”干部、工作人员、网格员
以及海垦南繁集团干部职工通力协
作，对辖区 10 个网格进行排查统
计。作为第7网格长李华燕，每天和
网格员一起进行入户走访排查，做
好上传下达、对接数据、整理分析、
汇总上报。

疫情期间，李华燕每天早上 6 点
起床，进行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调
配、发放，同时做好物资的整理与上
报，随后前往辖区卡点，配合医务人
员为民众测量体温、发放口罩和宣
传册等，从未休过一天假。

“社区居民对我比较熟悉，劝导能
听进去，也方便开展工作。”李华燕
说，尤其是在南滨居出现确诊病例
后，工作任务更重了。“为了保障社
区居民的健康安全，有部分居民被
隔离观察，但要让他们理解、配合，
解除焦虑情绪，我们就必须要做好
沟通服务工作。”李华燕没有丝毫怨
言。

李华燕的丈夫陈瑜是南繁集团
农工贸公司土地运营部部长，疫情
期间，为落实该集团保生产保生活
目标，负责统计该集团范围之内农
作物的滞销情况，协调发放务农人
员通行证，参与检查站检查工作
等。 陈瑜、李华燕夫妻俩在各自岗
位做好防控工作，他们并肩作战，为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一个家庭
的力量。

陈乐文、邢莉莉家庭：

和谐家庭是事业最好的“催化剂”

徐贺楠、刘洁家庭：

同心同德扛担当 敬长敬老筑家风

孙铭、刘溪家庭：

鹣鲽情深 敬业夫妻携手奔幸福

苏忠宁一家。（资料图片）

姜楠一家。

李华燕一家。

陈乐文一家。

徐贺楠夫妻。

孙铭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