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作为中国传统的情人节
一直以来都是秀恩爱现场，与以往
晒红包、晒鲜花、晒礼物相比，这届
网友的想法很新奇，有一种浪漫那
叫“务实派”。

听说过“馒眼都是你”和“时肠
都想你吗”？花束里的主角不再是
花，而是将馒头或香肠用包装纸包
装成花束的样子。七夕当天，越来

越多的网友花式晒礼物,记者发现
这届网友脑洞可真是不一般，三亚
网友 Diiq 就晒出由馒头和香肠组
成的花束，收到了很多点赞和评
论。浪漫与幽默并存，相信收到礼
物的人怎么不会大吃一惊，然后开
怀大笑呢？

“因为每个节日朋友都会给我
送花，可能是觉得花已经不太特别

了，她想给我不一样的爱。”Diiq说
道，“我第一眼看到有点懵，反应过
来又觉得很好笑，也觉得朋友们很
可爱，迫不及待就发了朋友圈，能
体会到她们的用心，也能明白她们
对我的爱”。

也许情人节存在的意义就在
于给身边爱的人或者爱自己的人
一个表达的机会，形式无法固定，

感动到彼此才是最美好的爱的表
达。

如今，网友们越来越喜欢晒一
些朴素又特别的礼物，西兰花、辣
条、草莓、棉花糖……也许最特别
的爱就是最朴素的爱，与金钱无
关。

从军16年，三亚退役军人李国
梁始终将服务社会的理念牢记心
中，开办企业谋发展、心系社会作
贡献。对于未来，他表示，将会在
继续提升自己的同时，为社会贡献
力量。

2014 年，李国梁从部队退伍
后，得知国家提倡发展环保事业，
他便在退伍的第二年创办了海南
新绿源环保科技公司，为三亚多家
星级酒店提供环保产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公司

销售的全生物降解环保袋一度遇
到了不小的难题。虽然销路受到
影响，但经过和团队的努力，他们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公司走上
正轨。李国梁认为环保对社会、对
子孙后代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是
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李国梁说，有问题就去努力地
解决，这是多年的军旅生涯为他塑
造的性格，虽然已经转型成了一名
商人，但是其在部队培养出许多优
秀的品格,比如忠诚、自律、坚强、

勇敢,吃苦耐劳、雷厉风行等等，将
伴随一生,终身受益。2019 年开
始，他兼职做酒行生意，便秉承着
诚信理念，为每位客户带去价格实
惠、品质优良的好产品。

商场上雷厉风行，在生活中李
国梁同样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去年
6月 16日，天涯区金鸡岭路金和商
城一餐馆突发火情，店里有两名老
人被困，在这危机时刻，李国梁及
时挺身而出，冲进火海救人，并将
明火扑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

说：“我第一时间冲过去，把门打
开，救出老人后，又回到店里拿灭
火器去灭火，当时第一感觉就应该
上，就应该冲过去，因为我曾经是
一名军人，在危急关头，不仅仅是
我，我们所有的退伍军人都会义无
反顾。”

退伍不褪色，李国梁是这么说
的 ，也 是 这 么 做 的 。 今 年 三 亚

“0331”疫情发生后，他参加退役军
人志愿者公益活动，在累计 9场次
工作任务中参与打包向封控区发

放的“爱心包”4.8 万余份，搬运大
米、面条、蔬菜等物资 200余吨，践
行了“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
铮铮誓言。虽然工作量较大，但工
作中大家又回想起在部队时，一起
并肩作战时的感觉。

李国梁说：“能为社会作贡献，
能够体现我的军人价值，就特别开
心，仿佛又回到了部队的那个时
期。以后我会继续发扬部队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前行，把自
己的企业做强做好，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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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眼都是你！这届网友这样过七夕
见习记者 王福新

由馒头和香肠组成的花束。
见习记者 王福新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谢谢
党和政府发放的‘爱心包’，这下不
用担心了！”8 月 5 日下午，天涯区
红旗街社区居民王女士收到社区
志愿者、网格员送来满满当当的一
袋爱心物资时激动地说。

疫情防控期间，生活物资保障
成为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的正常生活物资供
应，事关老百姓切身感受。连日
来，天涯区全力做好高风险区生活
物资保障，守护群众的“菜篮子”

“米袋子”，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米”。

天涯区发改委主任刘阳柳告诉
记者，为保障高风险区域隔离居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该委加强统筹，
每天将一辆辆满载“爱心包”的转
运车开往各高风险区，并由社区安
排志愿者、工作人员为隔离群众配
送，保证生活物资分发工作不落一
户、不落一人。8 月 2 日至 8 月 5
日，天涯区共计发放 2291 份“爱心
包”。

“目前，我们在天涯区各个高
风险区总共建立了 17 个生活物资

‘代购’微信群，志愿者、网格员派

发生活物资时，会让居民扫码进
群，以便随时购买。”刘阳柳称，天
涯区建立了“代购”微信群，实行

“线上下单，线下配送”服务机制。
记者了解到，自8月 2日起，天

涯区发改委牵头协调多家商超企
业参与高风险区的物资保障服务
工作，组织社区志愿者开展“无接
触”送货上门等服务，为居民供应
米面油粮、蔬果生鲜等生活物资，
保障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所需。

连日来，居民在微信群里通过
小程序下单，商家根据订单进行配
货，并由商家和社区志愿者进行配
送，通过“代购”的服务模式全力保
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我家里的肉和菜都是通过微
信小程序下单购买的，米面粮油、
瓜果肉菜都很充足，食物配送得很
及时也很新鲜。”儋州村社区二巷
居民陈先生感激地说，为了保障居
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工作人员都辛
苦了，非常感谢他们。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该区下
一步将全力以赴，做好居民生活物
资保障工作，努力让居民安心、静
心、舒心。

天涯区4天共发放2291份“爱心包”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七年级学生
蔡宇然的计划中，今年这个暑假原本应该是这样
的：参加夏令营、集训营，出门拓展一番自己的见
识；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领略祖国各地的
美丽风景；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活动，游泳、
打球、骑行等……但是随着疫情来临，这些计划
不得不取消。

看上去注定要无法实现梦想的暑假，却给了
蔡宇然一个提升自我的好契机。

“我在网上学奥数，在豆瓣上报口才课，这些
在学校不能静心培养的兴趣爱好，我在这个暑假
可以好好学学了。”蔡宇然说。记者了解到，上海
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为了丰富学生的假期
生活，老师们尽职尽责，该校七年级老师通过线
上的方式，每星期五都会上网课，定时对学生的
数学、英语、体育等课程安排学习引导。

“今年下半年，我就要升六年级了，我平时阅
读理解方面相对弱一些，现在疫情防控期间，我
们也都居家配合防疫工作，我打算趁着这段时间
提高一下阅读理解的能力。”在三亚实验小学就
读的曾诗琪开学就是六年级学生了，在这个特殊
的假期里，“静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打乱她的假期
生活。

“学校推荐了好几本阅读书目，我妈妈都给我
买回来了，还买了很多我喜欢的读本，虽然不能
随意出门，但是每天读书、练字、写暑假作业，我
觉得很充实。”曾诗琪用“充实”概括自己的居家
生活。早上八点，曾诗琪起床洗漱完毕、收拾好
自己的房间，就开始了当天的晨读，这是她在上
学后养成的习惯，朗读半小时后，曾诗琪打开了
手机上体育运动“天天跳绳”软件，看着学校老师
布置的线上体育作业，开始了热身、跳绳、练体操
等运动。对于这种方式，学生和家长普遍表示肯
定。午休时间后，下午就是曾诗琪的阅读时间，
《海 底 两 万 里》《女 生 贾 梅》《扬 州 八 怪 有 多
怪》……一本本有趣的读物让她畅游在一个个有
趣的世界里乐不思蜀。

“居家防疫，是我们每个人为防疫工作做的力
所能及的事情，只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居家生活，
时间一样会很充实。”曾诗琪如是说。

学龄前儿童的暑假，往往最让家长们操心。
“暑假开始前，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兴趣班，想
着让孩子白天有个去处，也能学点东西。”市民王
哲说，“没想到放暑假没多久现在疫情也跟着来
了，所有的兴趣班都跟着受影响。”

与孩子一起做游戏、读书、学习，带孩子做核
酸检测时向他介绍卫生安全知识……目前，这样
的生活让王哲的孩子感到很开心。

对于自主学习和计划安排能力较强的高中生
来讲，疫情影响下的暑假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产
生较大的影响，平时难以静下的心可以在这个暑
假好好地沉淀，培养爱好、继续学习、看看书和电
影，都让他们的暑假生活丰富多彩。

即将迈入高三生活的赵鹏飞本来就没有在暑
假做太多计划，对于他来讲，学习是最主要的事
情。“疫情发生在暑假，对我没有造成太大的影
响，只是少了与同学相聚的时间。”赵鹏飞说，“我
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共同制定了一个宅家学习计
划，每天下午大家都在微信群里发布自己的学习
成果，相互间的激励让我的学习效率更高了。”

练口才、学奥数……

三亚孩子“别样”过暑假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疫情无
情，人间有爱。8月 5日一早，紫金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将一批价值 20
万元的抗疫物资送到天涯区，助力
该区疫情防控工作。

据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得知天
涯区急缺医用防疫口罩后迅速行
动，于 8 月 4 日紧急从厦门采购价
值 20万元医用KN95 口罩，并连夜
组织空运，次日早上送抵天涯区，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坚决与三亚市委市政府
一起、与三亚全体市民一起众志成
城、同心同力，全力打赢疫情防控
战役，三亚必胜！”在 8 月 5 日上午
的捐赠仪式上，紫金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守护三亚，守

护家园是每一位三亚人的神圣使
命，也是全体“紫金人”应有的担
当。该公司将一如既往、责无旁贷
地践行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同心
抗疫。

“这些急需的抗疫物资既为天
涯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的保
障，也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增
添了温暖和感动，更坚定了大家战
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天涯区政
府副区长张奕泉代表天涯区委、区
政府接收了这批抗疫物资，并向紫
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表示衷心感
谢。此批抗疫物资将由天涯区疫
情防控工作物资组进行统筹发放，
每天，该区各村（社区）会根据实际
情况登记领取，发给一线抗疫人
员。

连日来，三亚各单位党员干部
第一时间站了出来，积极投身于疫
情防控工作。同时，涌现了许多诸
如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爱心
企业，积极响应当地党委政府的号
召，心怀爱心，肩负社会责任，全力
以赴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守护
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企业的
爱心捐赠不仅体现了企业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也展示了天涯区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抗击疫情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硬战，广大党员干部和
群众始终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基层党组织的共同
努力下，人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一定能打赢本次疫情防
控硬仗。

连夜组织空运 彰显国企担当

紫金国控捐赠20万元抗疫物资

紫金国控向天涯区捐赠抗疫物资。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天涯区志愿者开展“无接触”送货上门等服务。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我们今天晚上的公
益宵夜是：炒粉、炒饭，各防疫岗点有需要的都可
以和我联系。”8月 4日，崖州区拱北村村民林玲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自“0801”疫情突
发以来，她带领家人和朋友为一线的防疫人员提
供饮料和夜宵。

林玲是崖州区拱北村委会的村民，也是三亚
崖州“酥三姐”手工月饼的创始人。疫情发生后，
林玲发动亲友团为防疫的各个岗位的执勤者送
去炒粉、炒面等夜宵。

“当我们安然入睡时，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忍受
着蚊虫的叮咬、困倦的侵袭，守护着群众，我就希
望为抗疫尽一份绵薄之力。”林玲说，看着战斗在
抗疫一线的交警、志愿者十分辛苦，自己经营着
食品店，若是让一线的工作人员吃上夜宵，也算
为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力。

豆芽、河粉、猪肉、胡萝卜……8 月 5 日一大
早，林玲便带领“亲友团”开始忙着购买食品、备
餐，为一线工作人员制作晚餐和夜宵；夜幕降临，
林玲和家人将一份份炒粉打包好，并送至各个防
疫岗位，将爱心送到防疫人员的手中，用实际行
动支持防疫工作。

“我作为崖州区拱北村委会的村民，也想尽到
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为一线的抗疫工作人员做
点事。”林玲说，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
崖州区各防控卡点的值守人员坚守防疫一线，守
护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崖州区的一员，
她做的这些微不足道。

“0801”疫情发生以来，林玲坚持每天为默默
值守的崖州交警等一线工作人员送上爱心，以实
际行动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增添一份温暖
和感动。

拱北村一村民
为一线防控人员送宵夜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通讯员
张海哲）8月 5日，记者从三亚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获悉，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结合三亚疫情防控工作实
际，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决
定自 8 月 5 日起，暂停全市机动车
和驾驶人现场业务办理。

暂停各办事大厅现场
业务受理

8 月 5 日起，市吉阳区海润路
诚越产业园 1 号馆交通警察支队
车 辆 管 理 所 车 驾 管 综合 业 务 大
厅、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交通
违法处理大厅、各公安交通管理
服务站、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含 4S
店）、社会化机构暂停受理现场业
务。暂停现场业务期间，请有业
务办理需求的车主、驾驶人选择
到“24 小时无人车管所”或登录

“海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
平 台（hi.122.gov.cn）”、“ 交 管
12123 手机 APP”通过“自助办、网

上办、掌上办”等非接触方式办理
业务。已通过互联网预约“两个
教育”的驾驶人，选择以网络学习
方式参加教育的，可登录“海南省
交 通 安 全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平 台
（hi.122.gov.cn）”或“交管 12123 手
机 APP”，在 线 完 成 网 络 教 育 学
习。对需要现场参加学习教育并
临近有效期的驾驶人，可登录“海
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hi.122.gov.cn）”或“交管 12123 手
机 APP”自主申请延期并重新预
约课程。

暂停全市机动车驾驶
人所有科目考试业务

请广大考生停止预约考试，对
已经预约成功的，由车管所统一办
理取消考试预约，取消后本次预约
不计入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今
后考试顺序；对已经预约考试，但
未收到预约成功短信的考生，请登
录“海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
平 台（hi.122.gov.cn）”或“ 交 管
12123 手机 APP”自行取消考试预

约。对暂停考试期间学习驾驶证
明临界到期的考生，请及时向所属
驾校报备，经由驾校汇总至三亚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现场业务办理具体恢复时间将
结合疫情防控情况，另行发布通
告，敬请关注“三亚交警”微信公众
号、新浪微博、头条号、百家号等新
媒体平台。

咨询电话（工作日 9:00-17:
00）：

车辆管理所 0898-88869006、
0898-88869015。

昨起三亚暂停办理机动车和驾驶人现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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