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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海军 91103 部队组织驻地官兵开展“学雷锋”系列主题活
动。

该部队官兵除了在营区内宣读倡议书、组织讨论交流、观看雷锋电
影等活动外，3 月 3 日，该部官兵来到驻地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修理电
器、理发、问诊、卫生清扫等服务，让驻地百姓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的爱
民情怀。图为部队官兵为村民问诊。

本报记者 黄珍 通讯员 梁磊 蔡彬 方侠 傅一博 张成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琪成）近日，
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海军91593部
队共同开展“爱润残疾儿童心田”
品牌活动之“学习雷锋·水兵在行
动”志愿服务活动，为 38位残疾儿
童送去温暖。

活动现场，来自海军 91593 部
队的 45 名官兵首先进行了队列展
示，整齐划一的步伐赢得孩子们的
阵阵掌声。接着，官兵们与孩子们
玩起了“抢板凳”、“接力跑”游戏，
通过游戏互动，与孩子们拉近距
离，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享受快乐时
光。“看到孩子在活动中找到快乐，
才觉得每天陪伴孩子是多么重要，

今天有这么多官兵的陪伴和关爱，
我们感到非常温暖。”一位残疾儿
童家长说。

“通过此次活动，让官兵们参
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来，为社会公
益事业尽一份力量。”来自海军
91593部队的士官杨步康说。

儿童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残
障 儿 童 在 成 长 中 需 要 更 多 的 关
爱。市残疾人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拉近了官兵与
孩子之间的距离，更传递了党和政
府对残疾儿童的关心关爱，唤起社
会大众对扶残助残工作的关心关
注。

本报讯（记 者 吴 英 印 通 讯
员 叶佳 肖俊华）近日，三亚港门

海岸派出所组织全体民辅警开展

学雷锋系列活动。

在开展“海岸净滩”活动中，

大家细致地捡拾清理落叶、垃圾，

同时还乘坐清洁船打捞港池水面

上的水瓶、塑料袋等垃圾……在

整个清理过程中，大家发扬了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以

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使整个

辖区海岸面貌焕然一新。

在辖区的码头、工地、市场等

地，反诈民警开展“预防电信网络

诈骗”为主题的反诈骗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真实的案例、向广大群

众和游客朋友详细介绍了如何辨

别和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并在人

流量大的地段张贴反诈宣传海

报，帮助群众树牢防范意识，绷紧

防范之弦。

在开展安全送船头活动中，

民警登上渔船，检查渔船消防设

备、救生设施，同时向群众宣传海

上作业安全知识，提高渔船民安

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还主动深

入了解了渔民朋友的各种疑问和

困难，民警用接地气的语言和鲜活

的例子，为他们答疑解惑，为渔船

民海上作业系上了“安全带”。

本报讯 （记 者 黄 世 烽 实 习
生 郑慧婷）捐献一份血，传递一份

爱。为弘扬雷锋精神，贡献新时代

执法力量，近日，三亚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育才分局（简 称“ 育 才 分
局”）积极响应号召，组织党员干

部、职工参加爱心献血活动。

“今天是我第23次参加无偿献

血活动,很高兴能够继续为社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和爱心。”在义

务献血过程中,执法队员李展自豪

地说。

“参加本次爱心献血活动，能

够用自己的热血表达爱心，奉献社

会，尽一份力量。我们也呼吁更多

的爱心人士能够参与无偿献血，让

爱心传递下去。”组织并参与献血

的育才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育才分局此次参加爱心献血

活动的党员干部职工共 13 名，以

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履行社会

责任担当，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为

三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执法

力量，展现“执法蓝”风采。

市残联联合部队官兵开展“爱润残疾儿童
心田”品牌活动

关爱残疾儿童 传递温暖真情

★何宇星遗失海南盛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1
张，金额：200000元，收据号：8589659，现声明作废。
★ 朱亦龙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证号：
460200202322，车牌号：琼BD05158，现声明作废。

资讯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

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遗失声明 200 元/条（超过 50 个字

整条按字数 5元/字）；一个证（正本、副

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海南拓扬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遗 失 声 明 ★三亚航发旅业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深广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三 亚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日 报
（3月 6日16:00 至 3月 7日16:00）

监测点
PM

（μ g/m）

O

（μ g/m）
AQI级别

河东 二级良

河西 二级良

海棠湾 二级良

鹿回头 二级良

创意新城 一级优

君悦子站 二级良

天涯区抱龙小学 一级优

西岛子站 二级良

城东小学 一级优

南山子站 二级良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hbj.sanya.gov.cn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二级二级二级二级（（（（良良良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2.5      3        
3 3

15 110 ,
17 110 ,
17 112 ,
13 121 ,
15 99 ,
18 105 ,
14 97 ,
16 104 ,
17 99 ,
15 109 ,

注：亚龙湾站有效数据不足。

雷锋精神在警营 为民服务暖人心

三亚“执法蓝”
无偿献血传递正能量

近日，马岭大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马岭大社区社工站、海南晨阳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天涯小学开展“弘扬志愿精神，彰显少年担当”学雷锋志愿活动。

当天上午，社工组织天涯小学部分师生开展净滩志愿行动，清理海边垃圾，营造洁净环
境。“今天的净滩活动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护美丽海洋。同
时，也希望更多人做到不乱扔垃圾，保护环境，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天涯小学一名三年级同学说。当天清晨，十余名青少年在社工的带领下，慰问辖区家庭困
难老年人符奶奶与董爷爷。

图为：天涯区青少年学雷锋志愿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郑慧婷 摄

弘扬志愿精神 彰显少年担当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郑慧婷）近日，省三亚戒毒所组织30
余名民警，分组到吉阳区荔枝沟社
区开展“传承雷锋精神 争做时代先
锋”主题系列活动。

当天上午，省三亚戒毒所文明交
通行动组民警来到荔枝沟岗亭。根
据现场交警的安排，大家统一身着
志愿者服装，手持志愿者旗帜，在红
绿灯交叉路口对过往行人和电动车
车主进行引导，并对个别市民随意
丢弃烟头、不按照要求骑车等不文
明行为进行教育劝导，传递文明出
行的理念，有力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当天上午，在荔枝沟社区的统一
安排下，省三亚戒毒所创文行动组
民警与社区工作人员、城市执法队
员在社区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工作。
在活动现场，大家手拿夹钳、扫帚等
工具按照各自划分区域对枯枝落
叶、果皮纸屑等进行集中清理。

省三亚戒毒所当天还组织该所
“蒲公英”宣讲团民警联合荔枝沟社
区工作人员，在乐天城商业广场开
展“禁毒宣传进万家”暨学雷锋服务
系列活动。活动吸引了众多来往居
民驻足观看，进一步提高群众禁毒
意识和防毒拒毒能力。

“大爷，您这个血压有点高，平
时要注意饮食和作息……”在乐天
城广场入口的便民服务台前，前来
测量血压和心率的市民络绎不绝。
由市中医院选派的医生和省三亚戒
毒所民警医生组成的义诊小队，认
真地为群众测量血压心率等，并根
据测量结果对群众提出专业的建议
和意见。义诊小队的贴心服务，受
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好评，大家纷
纷对他们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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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春风和煦
处处暖，雷锋精神代代传。在全国第
60个学雷锋纪念日到来之际，三亚各
中小学校（幼儿园）通过组织开展“传
承雷锋精神 弘扬文明新风”主题演讲
比赛、红领巾广播颂雷锋、学唱雷锋
精神主题歌曲等方式，积极营造浓郁
的学习氛围，进一步让同学们了解到
雷锋精神的精髓。

“60 年来雷锋的名字传遍了大江
南北，60年来雷锋形象在人们心中扎
根，60年来雷锋精神成为一个永恒的
话题……”3 月 5 日，西南大学三亚中
学参加主题演讲比赛的选手们个个
精神抖擞，声情并茂，紧扣主题，用优

美的声音，激昂的语调诉说身边发生
的学雷锋故事，阐述着雷锋精神的深
刻内涵，他们精彩的演讲充分展示了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真切表达了自
觉践行雷锋精神的信念和决心。

每天早上，市七小校园里的红领
巾广播站准时开播，小小广播员们声
情并茂地讲述着动人的雷锋故事，进
一步将雷锋精神根植于同学们的心
中。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
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
强。”三亚八一小学校园里，在老师和
解放军叔叔的带领下，小朋友们认真
学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校园里到处

洋溢着小朋友们对雷锋叔叔的无限
崇敬和热爱之情。

市第四小学的孩子们分别拿着扫
帚、垃圾铲、垃圾桶等卫生工具，为社
区居民打扫环境卫生。大家认真清
理街道上的纸屑、烟头、树枝，提着垃
圾桶来回搬运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
雷锋精神。

3月 6日星期一升旗仪式结束后，
市第一小学通过国旗下讲话的方式，
倡议全体同学，学习雷锋精神，做一
个有责任心的好少年。主题班会课
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雷锋的事
迹，讲解雷锋精神，号召大家向雷锋
学习。通过老师的讲解，同学们纷纷

表示，要以雷锋为榜样，学习雷锋精
神，心系祖国、传递爱心、传播文明。

3月 5日上午，上海外国语大学三
亚附属中学团员、队员以及八年级学
生代表，跟着向日葵志愿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来到三亚湾海滩开展净滩活
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此外，各学校还组织开展“学雷
锋”板报、手抄报评比活动，同学们通
过搜集雷锋资料、了解雷锋事迹，将
心目中的雷锋形象画出来，成为张张
五彩斑斓的板报和手抄报，歌颂雷锋
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
质，让“奉献精神”“钉子精神”在校园
闪耀光芒。

三亚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系列主题活动

让雷锋精神在青少年中代代相传

我和三亚爱心驿站的故事⑨

去年 12 月，海棠区同时启用海
棠区鹿城暖“新”驿站、海棠区林旺
南风情小镇暖“新”驿站等 7 家暖

“新”驿站。两个多月来，驿站工作
人员巧用“小温馨+暖举措”的工作
方式，做优做实暖心服务，利用驿站
有限的空间带给快递员、外卖配送
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无限
的温暖……

“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能否
帮我的忙……”1月 12日，正在海棠
区鹿城暖“新”驿站值班的海棠区党
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贺丹，迎来了
一位让他印象深刻的“客人”。只见
这位“客人”神情焦虑、脚步急切地
穿过大门，向服务台小步快跑而来。

“大哥您别着急，先喝水，有什

么话慢慢说。”递过矿泉水，简单安
抚好“客人”的情绪后，贺丹了解到，
这位“客人”名叫赵会清，是一名来
自海口的网约车司机。彼时，赵会
清因为家中有急事，着急赶回海口，
途经这家驿站时才发现，自己驾驶
的新能源汽车电量不多，已经无法
继续长时间驾驶。

所幸，赵会清发现海棠区鹿城
暖“新”驿站配备的停车场，设置有
多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然而，当
赵会清把车开进停车场才发现，停
车场里停满了车，尽管有些车已显
示充电完成……情急之下，赵会清
急忙走进驿站大厅，寻求工作人员
的帮助。

“了解到赵大哥的诉求，我就好

‘对症下药’了。”贺丹说。据他回
忆，当天他很快联系上了当地交警，
帮忙协商停车场内已经充好电的车
主进行挪车，腾出空位为赵会清解
决“燃眉之急”。

“等待车主来挪车的时间，我特
意带着他参观我们驿站，让他在这
放松一下心情。”贺丹说。据他介
绍，海棠区鹿城暖“新”驿站室内建
筑面积达 1000 平方米，设有图书阅
览室、观影室、会议室、计算机办公
区、母婴室、露天阳台、洗手间等区
域，面向新就业群体以及市民游客
开放。

“每一位来这里的客人不仅能
给手机充电，还能给汽车、电瓶车充
电，图书阅览室提供上千本图书，观

影室可提供免费观影，母婴室有消
毒机可以给奶瓶杀菌消毒，口渴了
我们这里还能提供免费的矿泉水
……”简单的参观，让赵会清对海棠
区鹿城暖“新”驿站有了更多了解。
他感慨：“像是来到了服务站的贵宾
厅。”

短暂的参观结束后不久，很快
就有车主赶来停车场挪车，赵会清
的车也顺利充上了电。临别之际，
赵会清向贺丹再三表达谢意。他
说：“暖‘新’驿站不仅是汽车的‘充
电站’，更是身心的‘加油站’，让我
重拾上路的‘动力’。”

“不用客气哦赵大哥，希望您把
暖‘新’驿站当成自己家，有机会常
回来看看。”贺丹说。

网约车司机赵会清：

“暖‘新’驿站是充电站，更是身心的‘加油站’”
本报记者 陈超全

学雷锋，海军官兵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