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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0 月
18 日 7 时许，台风离岛后的三亚
仍有强降雨。此时，三亚飞往湖
南长沙的 JD5765 航班在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三亚机
场”）的停机坪上等候乘客登机。
乘客们乘坐摆渡车来到飞机附近
准备登机，这时雨下得更加猛
烈。就在乘客登机时，暖心的一
幕在风雨中的机场上演：当乘客
王洁带着感冒的女儿和行李在摆
渡车上进退两难的时候，三亚机
场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员李位婷
快步上前，动作熟练地脱下身上
的雨衣，小心翼翼地披在孩子身

上。“您抱好孩子，我给您拿行李，
送您们上飞机。”话音刚落，她便
提起旅客的行李冒雨奔上了客梯
车，旅客也抱起孩子紧随其后。

被雨淋成“落汤鸡”的李位
婷，用真情服务保障了王洁母女
的平安登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三亚，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碰到这个
美丽善良的小姐姐。只想对她
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世界很美
丽。”飞机平安抵达长沙后，王洁
在朋友圈记录下事件的经过，发
出如此感慨。

“当时匆忙赶机，没有及时拍

下这段温暖的瞬间。”王洁说，帮
助她的工作人员是一名年轻的

“小姐姐”。因为当时只是匆忙道
谢，现在想通过三亚日报和三亚
机场寻找这位在风雨中拿着行李
奔跑的“最美小姐姐”，待她回三
亚时要当面向这位“小姐姐”致
谢。

10月 20日，记者通过三亚机
场联系到了这位“小姐姐”。她叫
李位婷，1996年出生，目前是三亚
机场地面服务部的一名旅客服务
员，负责旅客登机和到达引导服
务工作。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着别

让孩子被雨淋到，也没想到自己
工作中习以为常的小小举动，能
给旅客带去这么大的温暖。”李位
婷说，近期三亚台风天气多发，在
风雨中护送旅客的事情在日常工
作中很常见，为旅客提供真情服
务是她的职责所在。

“作为一名旅客服务员，就是
要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
凡是看到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
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一把，已
经养成习惯了。”李位婷自信地
说，得到乘客的赞美和肯定，对每
一名同事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和
动力，也让她们越来越有信心，越
来越有干劲。

“李位婷平时工作非常认真
负责，在服务旅客时候也很细心，
很有耐心，她亲切的关怀服务经
常得到旅客的表扬。”李位婷的

同事文燕说。而在同事胡海燕
看来，李位婷性格活泼开朗，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很
积极主动，踏实肯干，无论是同
事 还 是 旅 客 她 都 能 用 心 去 对
待。“她是我们所有同事的一个
缩影，时刻践行真情服务的初心
和使命，为每一位旅客的顺畅出
行保驾护航。”

20 日晚，通过本报记者和三
亚机场的工作人员的牵线，王洁
与李位婷取得了联系。王洁通
过电话向李位婷致谢，并发信息
写道：“李位婷妹妹，您好。感谢
你在风雨中护送我们母女平安登
机。三亚因你而美好，世界因你
而美丽。感谢你，为我的孩子上
了生动的一课。”

她们还有一个约定：有机会
在三亚相见。

三亚机场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员脱下雨衣为孩子披上,在风雨中护送母女平安登机——

一件雨衣 一份真情

Sy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位婷（左一）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李位婷（左一）脱下雨衣，准备给孩子穿上。（视频截图）

山清水秀的三亚市吉阳区红沙社
区，居住着淳朴的靠渔业和贸易为生
的 1087 户人家，7 千多人。关志明祖
辈几代，就生活在这里。

和共和国同龄的关志明，中等身
材，结实健硕，目光有神，反应灵敏，乍
看上去，是位不到 60岁，和蔼可亲，成
熟稳健的红沙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人员。

初中毕业后，20岁的关志明，成为
红沙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做
过文书、副书记、居委会主任。退休后，
依然不离岗，继续为一方百姓服务。这
里是他人生起步的地方，是实现理想的
地方，更是他用爱温暖一方水土，留下
尊重和口碑的地方。这里有他的家，他
的事业和倾注一生爱的百姓。

这位踏踏实实的老人和他的家庭，
多年来，荣获了“三亚市道德模范”“三
亚市五好家庭”“海南省五好家庭”“全
国最美家庭”“全国孝老爱亲模范”等
诸多荣誉称号。

世界不是你的家，家一定是你的世
界。

关志明把爱，给了自己的家人，把
大爱奉献给了红沙社区的老百姓和这
片土地。

四世同堂的家里，97岁的老父亲，
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地和来到家里的
客人打招呼。一看便知，老寿星吃得
下，睡得好，住得安心，活得快乐。

关志明是家里的老大，有 5 个妹
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儿媳，4个

孙男娣女一直生活在一起。在这个家里
还有一个特殊的成员叫雷雷，关志明的
外甥，脑瘫患者。30年前，关志明的妹
夫不幸去世，五妹得了尿毒症，关志明夫
妇便承担起照顾这对孤儿寡母的重担。
7年间，四处为五妹寻医找药，五妹还是
撒手人寰，留下了年仅7岁患有脑瘫症
的儿子雷雷。关志明夫妇把雷雷接到家
中，细心照料，为其治病，又送雷雷进学
校学习。家庭条件并不宽裕的关志明夫
妇，为雷雷买了一台电动轮椅，20多年
来，无忧无虑的雷雷一直快乐地生活在
这个大家庭里。很不凑巧，我到这个家
时，雷雷自己驾车出去了，关志明打了几
个电话，都没接通，无缘相见。祝福雷
雷，在舅舅家快乐地生活下去！

关志明一家正在翻盖自己的四层
楼，一家人租住在一个临时的家。家
里收拾得光明几净，地面光洁，物品摆
放整齐。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一定是位
孝顺、贤惠、能干、勤俭持家的内贤助。
关志明的妻子黄亚强，高挑的个子，大
大的眼睛，挺拔的身姿，就是这位和蔼
可亲的女人，膝下尽孝，送走了关志明
脑梗后瘫痪在床的老母亲。照顾年近
百岁高龄的老父亲。背着抱着，一口
一口喂大了脑瘫的外甥雷雷，又3年如
一日的背送雷雷去学校上学。一家 4

代人，没红过脸，没吵过架。一个好女
人，是家里的一尊神，她可以让家风淳
朴和睦，让邻里友爱和谐。是名副其
实的“三亚市好儿媳”。

关志明夫妇，不但对家人体贴入
微，多年来还一直照顾着没有劳动能
力、夫妇俩都有智障的邻居。家里两
个孩子，老大也是智障儿童。20 多年
如一日，吃的、用的都会安排妥当。如

今已送走了3位病人，并为他们料理了
后事。

关志明夫妇的言传身教，成为这个
家和周边邻居、红沙社区的榜样。

红沙社区，有 16 条街道，道路狭
窄，邻里之间户挨户，门对门，饭菜端到
大门口来吃。酒味醇厚，饭菜飘香，都
在邻里街坊的呼吸中、关注之下。谁家
有什么事，喊一声，一条街的邻居就会

到场。当下，家家户户都习惯关起门来
过自己的小日子，而红沙社区百姓的生
活方式，更快乐、更有人情味、更团结、
更和谐。这里的人们，敞开大门过日
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治安良好，邻
里和睦，店铺林立，百姓安康。每个人
的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真实的笑
容。这种和谐的生活氛围，不正是小康
社会美丽乡村的写照吗？

在红沙社区长大的居委会副主任
吴贞子，从小就认识关志明。提起关
志明，面带敬重。无论是街道还是社
区，无论是打扫街道卫生，还是铺路架
桥，到处都有关志明的身影。他既是
居委会主任，又是卫生保洁工，既是副
书记，又是机器修理工，是村民，又是
治安人员。扫大街，扛石头，抬沙子，
都有他的身影。清洁工请假，关志明
便开着清洁车，打扫卫生。车坏了，关
志明利用晚间修理机车，第二天，又驾
驶环保车，行驶在红沙社区的大街小
巷。关志明对社区的居民情况，了如
指掌。邻里间有什么事，都会首先找
他帮忙。关志明不计劳苦，尽可能地
通过熟路的人脉关系把事情办好，每
每遇到邻里纠纷、家庭纠纷，征地纠
纷，他总是首当其冲，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去调解、去化解、去感染他们，他的

真心和热心感动了周边的很多人。
2010年，关志明退休后，居委会聘请他
管理红沙农贸市场并协助社区做好宣
传工作。关志明仍然秉持着兢兢业
业、认认真真的态度对待这份工作。

农贸市场，最杂乱的地方，经常遇
到短斤少两，偷拿强占的现象，甚至有
的占道经营者，持刀威逼。关志明面
对这些，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加
以规劝，引导。采访这天，正下着小
雨，偌大的市场，干干净净，没有污水
垃圾，没有异味。

关志明从刚开工作时月工资 30
元，到退休后的 2千元工资，没有白天
黑夜，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只要是群
众需要，无论白天黑夜，都是他踏踏实
实为百姓工作的时间。

大学毕业后的吴贞子，选择回到红
沙社区，为百姓服务，励志向关志明那
样，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

上面千条线，社区一根针。无论大
事小情都需要社区的工作人员去落
实、沟通。而百姓的事无小事，这些工
作在一线的，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不厌
其烦的社区工作人员，让人敬佩。

世界不是关志明的，但家是关志明
的世界。在家里关志明是儿子、是丈
夫、是父亲、是爷爷。在工作岗位，他
仍然是多种角色的公仆。关志明的
家，是他土生土长的红沙社区，他把对
这个大家庭的爱，洒满了红沙社区。

关志明和爱人在照顾老人 罗丕智 摄

让爱洒满红沙 ——记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三亚市道德模范关志明
宁可威

Sy德耀三亚

司机驾驶车辆本应“宁让三
分，不争一秒”，经过斑马线，要

“礼让行人”。然而，10 月 18 日
17 时许，一名驾驶着奥迪车的男
子，却在斑马线上挥拳“动粗”殴
打他人。近日，被打者蒲先生向
三亚日报新闻热线 88981099 求
助，希望能为他讨回公道。10 月
20 日，三亚日报记者从三亚警方
获悉，警方已“锁定”了嫌疑人。

准备过斑马线，却
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拳

10 月 18 日 14 时 30 分许，蒲
先生骑着三轮电动车把小孩送
到三亚市天涯区回新逸夫小学
后，在学校附近找朋友喝茶聊
天，准备到 18 时 30 分许接小孩
回家。没想到，还没有到时间点
接小孩，他的脸上却“接”了一
拳。

“当天 17 时许，突然下起雨
来，家里的门窗没有关好，我就
赶 紧 骑 上 三 轮 电 动 车 准 备 回

家。”回想起当天之事，蒲先生的
右脸颊上仍隐隐发疼。

让蒲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就
在他骑着三轮电动车在学校大
门附近斑马线上准备过马路时，
对面马路上一辆疾驰而来的奥
迪车狂按了几下喇叭，然后开到
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
辆奥迪车的司机就跑了过来，莫
名其妙地往我脸上打了一拳后
又跑回去……”蒲先生说，当时
他整个人都蒙了，幸好有旁人指
点他：你快点追过去，把他的车
牌拍下来！于是他立即拿出手
机向对方的车辆跑去，并把已经
启动跑起来的奥迪车牌号拍下。

随 后 ，蒲 先 生 拨 打 110 报
警。几分钟后，三亚市公安局天
涯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调查，同时将他带回派出所询
问。

时至 19 日下午，因没有接到
办案民警的电话。蒲先生拨打
三亚日报的新闻热线，希望记者
能为他讨公道。

三亚警方已“锁定”嫌疑人

“您当时骑着三轮电动车在斑
马线上，有没有向对方做出什么动
作？”面对记者的疑问，蒲先生十分
干脆地回答说：“没有，他按喇叭
时，我只是举手向他揺了几下，示
意这是斑马线要他礼让行人！”

这名奥迪车司机为何在斑马
线上“动粗”？为此，记者与蒲先生
一起查看了事发地附近两家商铺
的监控视频。

一商铺监控视频显示，10 月
18日 17时许，蒲先生骑着三轮电
动车来到斑马线上，车子前轮有半
个车轮穿过护栏，并压在对面马路
的斑马线上。由于监控拍摄位置
较远，加上有树叶稍遮挡，记者只
是隐隐约约地看对面一个黑影跑
过来，冲着蒲先生的脸上打了一
下，然后又跑走了……另外一家马
路对面的商铺监控视频因为有树
叶遮盖，看不到斑马线上发生了任
何事。

那么警方有没有“锁定”嫌疑

人？
记者在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

局凤凰派出所了解到，蒲先生当时
报警后，民警已介入调查，而且有
专人负责此案。随后，记者拨通了
负责此案的民警电话，该民警表示
已“锁定”了这名嫌疑人，将依法将
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谢谢您，记者！在您的介入
调查下，我总算讨回了个公道，真
是太感谢您了！”悉闻此事后，蒲先
生再三向记者致谢后表示，负责此
案的民警已给他打来电话，让他第
二天到派出所处理此事。

无故殴打他人如何处罚？

无故殴打他人如何处罚？针

对此事，记者采访了海南天鼓律师

事务所律师王国标。他表示，殴打

他人，未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依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
给予行政处罚；造成轻伤以上后果
的，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追
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因此，
殴打他人根据造成的伤害程度不
同，在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的时候侧
重点就不同。若是造成轻微伤，一
般是进行罚款，同时进行拘留。但
要是造成轻伤及其以上损害程度
的，则构成故意伤害罪。按照刑法
中的规定，一般是处管制、拘役或
者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王国标说，轻微伤不构成刑事
案件，没有刑事责任、只有行政责

任(治安处罚)和民事赔偿责任。

一般轻微伤可以由公安进行调解，

调解达成协议后不再处罚；若调解

不成，可处罚款或 15天以下行政
拘留。

“奥迪男”斑马线上打人一拳逃逸 警方锁定嫌疑人
本报记者 吴英印

本报讯（记者 黄珍）近日，市纪委监委、市妇联联
合举办三亚市“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传承清廉文明
和谐的家庭美德，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各区（育
才生态区）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市直机关、
事业单位妇委会，相关国有企业女工委的负责人和女
干部职工等70余人参加。

当天，大家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远离家庭腐败》。
全国、省、市文明家庭，市最美家庭代表张先云与大家
分享最美家风故事，传递清廉文明家风正能量。三亚员
工心理帮助协会会长、国家首批心理咨询师王颖作《创
建廉洁家庭 传承廉洁家风》专题讲座，阐述良好家风对
现代干部家庭生活、从政立业的重要性，借用古今中外
名人廉政自律事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家属，用好家风
助力好作风、廉家风，以正党风。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
责，从严治家、从廉行政，把好家庭关和亲情关，用良
好家风引领社会文明新风，为清廉三亚建设贡献清廉
家庭力量。

三亚开展“创建廉洁家庭
传承廉洁家风”主题活动

在三亚市天涯区塔岭村加赛小组有这样一个家
庭：他们夫妻恩爱，互相提携，尊老爱幼，热心助人，邻
里和睦。他们用生活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
诠释了家作为爱的港湾的真谛，受到了街坊邻居的一
致好评——他们就是三亚文明家庭胡玉琼一家。

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玉琼是幸福的四口之家，有着相
敬如宾的丈夫和两个健康可爱的儿子。胡玉琼与丈夫
结婚以来，全家人遵纪守法、互敬互爱、积极进取、爱岗
敬业、乐于助人、家庭和睦、温馨深受邻里和社会的好
评。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和睦
是家庭和谐的基础。多年来，胡玉琼夫妻始终尊重对
方，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为了减轻
丈夫的工作压力，妻子承担起家庭的所有事务，把家中
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让丈夫因家事分心而影
响工作。

胡玉琼家庭的生活方式文明科学，能够勤俭持家，
科学理财，合理消费。家人根据自己的年龄、爱好、时
间参加各种健康的文体活动。他们平时崇尚文明，严
于律己，宽于待人，培养良好的家风，形成一个温馨、
快乐、和谐、奉献社会的幸福家庭。夫妻敬业爱岗事业
有成，老人安享晚年快乐生活，孩子认真学习健康成
长。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胡玉琼夫妻俩经常参加社会
公益活动，特别关注宣传环保问题，有很强的环保意
识。丈夫罗学荣时时处处关心环保、宣传环保、监督环
保，带头开展环境整治和开展义务植树。胡玉琼总把
家里打扫得整洁有序，门前种着一些花草树木，净化家
里的环境。

“胡玉琼一家是积极、文明、进取向上的家庭，是当
之无愧的文明家庭。”市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文明
家庭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向善向上、诚信互助的良好风
尚发挥了鲜明的导向示范作用。

三亚文明家庭胡玉琼家庭：

用平凡生活的点滴
诠释家与爱的真谛

本报记者 黄世烽

Sy文明家庭建设

幸福和谐的胡玉琼一家。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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