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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我市举办第八届“湛江好
人”发布活动，获此殊荣的“湛江好人”
身披绶带，手捧荣誉证书接受表彰。在
热烈的掌声和祝贺声中，“湛江好人”们
兴奋欣喜，激情定格这一人生出彩、终
身难忘的时刻。

“湛江好人”是 830 多万湛江人民的
杰出代表，是道德高地上的一面面旗
帜，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
每一位“湛江好人”的事迹都让人感动，
引人思考，促人奋进。受到表彰的“湛
江好人”来自普通岗位，都是一些平凡
之人。他们用燃烧的激情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用大爱真情凝聚成文明
担当，用凡人善举创造着不平凡的业
绩。在这支引领湛江文明新风的标杆
队伍中，我们看到主动担负起照顾烈士
家属的重任，长期帮助烈士家属耕作农
田，资助烈士子女读书的张玉芳：奋力
勇救溺水女青年的莫状、温贤雄、陈洪
业：为了庄重的承诺，坚持数十年如一
日到龙州靖西烈士陵园拜祭烈士战友，
并为新疆边远地区创建希望小学的练
志强；3 年多如一日坚守在扶贫一线，最
后不幸病倒在扶贫岗位，献出年仅 32 岁
生命的黄矢尖；坚持多年如一日精心照
顾患病老母亲和伤残小叔子的李锾、李
蔚姐妹俩等。纵观“湛江好人”，他们人
生经历不同，工作性质有别，事迹各有
特色，他们最为感人之处就是用助人为
乐谱写文明新篇；用舍己救人唱响牺牲
奉献之歌；用爱岗敬业实现追梦圆梦；
用诚信守信播撒道德之花；用孝老爱亲
彰显人间大爱。他们燃烧自己，温暖他
人；奉献社会，造福湛江，为我们树立起
一座座精神丰碑。我们崇尚好人，学习
好人，争做好人；要把好人的形象高耸
在湛江大地，让好人风采溶进湛江人生
活，把好人事迹书写进湛江的史册。

“湛江好人”都生活在我们身边，与
我们朝夕相处，他们所做的善事好事，平
凡中彰显伟大。我们每个人只要用心用
情都能够做到做好。在奋进新时代的征
程上，我们透视湛江好人现象，弘扬湛江
好人精神，学习湛江好人榜样，形成争先
创优的良好风尚，就能提振全市人民投
身大发展大建设的精气神，就能凝聚湛
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激情动力，就能
提高城市的气质品位，提升市民的文明
素养。我们要让“湛江好人”精神入脑入
耳入心，让好人善举蔚然成风，让好人声
音成为社会最美的赞歌，成为时代最强
的声音。

全市隆重表彰“湛江好人”，是对每
一个湛江好人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从
一次表彰到群体响应；从一次感动到一
片赞美，道德力量引领人们追求精神完
美；学习好人形成向上向善的时代潮
流。全市各界要凝聚好人力量，放大好
人效应，增强好人感召力，让好人的队伍
不断发展壮大，让好人精神形成社会主
流，让好人价值成为全民共识，不断推动
湛江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促进湛江
创文取得更大成效，实现新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敏 陈
嘉）6月12日上午，我市在市图书馆举办
第八届“湛江好人”发布活动，表彰“湛江
好人”，号召全社会向湛江好人学习，在
全市掀起“学好人·做好人”热潮，努力建
设崇德向善、遵德守礼的文明港城。

据了解，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打造

“德美湛江”品牌，在全社会形成奋发向
上、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加快推进我市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今年以来，市文
明委组织开展了第八届“湛江好人”推荐
活动。

经广泛宣传发动，各地各部门推
荐、审核，网络投票，评选委员会评审，
媒体公示，活动评选出 23 名“湛江好
人”。他们来自我市各地和各条战线，
既有志愿者，也有基层干部；既有教育
工作者，也有渔民；既有企业家，也有医
务人员，还有“最可爱的人”……无不是
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和普通人，但他们助

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和孝老爱亲的高尚品德和文明行为给
我们带来深深的震撼和感动，为全社会
作出了表率。

活动勉励受表彰的“湛江好人”再
接再厉，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做出更大
成绩；要求各地各部门大力宣传“湛江
好人”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充分发

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发社会正能
量，为湛江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作
出贡献。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敏 施融
婷）6月12日上午，2019年度湛江道德模范
及身边好人“最美故事会”分享活动在市图书
馆开展。活动共同学习《湛江市民文明公
约》，分享好人故事，大力推进全市道德建设。

活动中，诚实守信代表练志强、助人为
乐代表史剑和孝老爱亲代表李锾等第八届

“湛江好人”代表紧密结合自身的行业特
点，就如何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发挥示范引
导作用进行交流发言。

“践行者的脚步是最长情的告白。”诚
实守信代表练志强既是一名湛江籍老兵，
也是一名爱心企业家，他以极其朴实的话
语和大家分享了他对价值观的认知与追

求。2008年，他用创业的“第一桶金”在新
疆捐建了“湛江宏远希望小学”，资助少数
民族的孩子，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民族团
结。十一年来，他穿梭于烈士陵园与乡村
小学两条路上，信守着对英烈们的承诺，用
爱心点燃孩子们的希望。目前，已有25名
乡村的孩子从希望小学走进了大学。

来自湖南的史剑是一名新湛江人，
2016年牵头成立了湛江市春风志愿者协
会，并担任秘书长一职。协会以廉江安铺为
中心，活动足迹遍及营仔、横山、车板和遂溪
县界炮等镇，帮助孤儿、关爱留守儿童、帮助
特困户、送法律知识下乡……多年来，开展
公益活动近百场，志愿服务时数超过6000

小时，累计捐款捐物10多万元。“志愿服务
一时不难，难就难在长期坚持。市民文明公
约落地践行，需要我们积极践行文明宗旨，
努力争做身边的文明人，以实际行动为社会
文明的‘大厦’不断添砖加瓦。”

李锾和妹妹李蔚二十多年来悉心照顾
身患重病的母亲和老幼无依的亲叔叔父子
俩，这对姐妹花的孝老爱亲感人事迹在港
城广为流传。同时，姐妹俩努力为祖国的
教育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今年5
月，她们被评为“中国好人”。“身披国家所
赋予的荣誉，我们姐妹俩更要争做文明公
约的宣传者和先进典型，自觉发挥示范带
头作用，积极动员亲人和身边的朋友、同事

参与到努力建设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
村落的行动中来。”

动情的讲述、诚恳的话语，“湛江好人”
的故事让人如沐春风，他们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贯穿于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大的
精神力量感染和鼓舞着广大群众。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希望充分发
挥湛江好人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公众人物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市民
文明公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号召全社会向先进典型靠
拢，向湛江好人看齐，将活动成果转化为推
动湛江创建文明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活
动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 （记者陈 彦 通讯员陈 敏
陈嘉）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进程
中，广大港城人都在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打造“德美湛
江”而默默奉献着，第八届“湛江好人”练
志强正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一位。

练志强是湛江市宏远海事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曾是一名军人的他怀着一
份军人的情结，为了信守对英烈们的承
诺，每到清明时节都会如期而至，带着家
人走进烈士陵园，弘扬爱国精神，继承先
烈遗志，替英烈们延续着为祖国继续奉献
的责任与担当。

2003年，练志强的公司将业务拓展
至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耳闻目睹了内
地与西部边远地区的差距，他萌生了一
个想法——捐建一所冠名“湛江”的希望
小学。

捐建一所小学，需要30万元，当时处
于创业起步阶段的他，为了信守这个承

诺，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出去，妻子也大
力支持他，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帮助丈
夫完成那份崇高而坚定的承诺。

2008年9月，位于轮台县铁热克巴扎
乡“湛江宏远希望小学”终于如愿建成。从
此，他又多了一份牵挂。奉行着“资助一个
孩子、帮扶一个家庭、温暖一个校园、和谐
一个乡村”的初心，练志强帮助了一群群维
吾尔族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
文明教育，每年定期去看望孩子们，与他们
共同学习“热爱祖国、民族团结、共建美好
家园、感恩社会”，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
情怀，用爱心点燃孩子们的希望。

以诚信为本，练志强用实际行动坚守
承诺，默默地捐资助学整整11年。11年
来，承载着烈士们的殷殷嘱托，他不忘初
心，穿梭于烈士陵园与乡村小学之间，为
孩子们托起一片希望的天空。“英烈们没

完成的遗愿，我来替他们完成。每年清明
节，我都会去烈士陵园里告慰英烈们，告
诉他们校园里产生的变化，与他们分享孩
子们的爱心卡和心愿。”

目前，练志强捐资助学的金额已近
200万元。可喜的是，截至目前，已有25
名乡村的孩子从希望小学走进了南开大
学、徐州医科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沈阳建
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
高校，而练志强的帮扶之路仍在继续。“我
做这些并不是给别人看的，只是源于内心
深处最柔软的初心，希望通过捐资助学，
能帮更多的少数民族贫困孩子改变命运，
圆大学梦。”

6月12日，在我市第八届“湛江好人”
发布活动结束后，练志强再次捐出善款，
并委托活动组委会代为转交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为湛江军人烈属献一份爱心。

日前，遂溪县众成志愿者协会举行第
一届会员大会，广东好人、湛江市第一届
道德模范苏娟当选会长。作为一名个体
户，苏娟扶贫济困数十年，以大爱情怀写
就了一篇篇公益赞歌。

乐当残困户的“贴心人”

20多年前，苏娟受乐善好施的遂溪县
文化艺术学校校长卢陈兴的影响，经常走
访特困、残障人士、孤儿和单亲家庭等，开
启了公益之路。

1995年的一天，脚有残疾的廉江安铺
人黄某来到遂城，准备开一家打金店谋
生。但是一连转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合适
的位置。苏娟获知这一情况，为小伙自立
自强的精神感动，说服公司领导及同事等
人，让黄某在药店门口附近设一个小门面
打金。看见他脚有残疾行动不便，苏娟还
帮忙小伙找房子，里里外外忙了两天，终
于帮黄某安排好工作和生活，让人生地不
熟的小伙感动不已。在苏娟的大力帮助
下，小伙跟一名同样心地善良的遂溪妹子

结婚，现在一家人过得很幸福。每当提及
苏娟，黄某就无比感动，称是娟姐改变了
他的一生，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2015年，遂城镇马安村特困户卢定的
儿子卢某不幸跌伤致残，不愿跟人交流，
完全封闭自己。苏娟获知这一情况，带上
丈夫和儿子一起去探望卢某，发动志愿者
对其家庭进行帮扶，送去轮椅、助行器和
生活用品一批。在苏娟等人的多次探望
中，卢某被感动了，打开了心扉，并且接受

志愿者提出的去医院做伤残鉴定的建
议。经医院和残联部门鉴定，卢某为一级
残疾，可以享受政府补贴。此外，苏娟等
人还积极奔走，为他申请低保补贴。

数十年如一日，苏娟心系残疾人，关
爱困难群体，积极协助政府等部门做好残
疾人办证及就业等工作，为当地残疾人事
业发展作出贡献。

自掏腰包建老人活动室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苏娟是社区出了
名的“热心肠”，除了帮扶残困户外，谁家
有困难她获悉后都会伸出援手。苏娟还是
遂溪县金声曲艺社的社长。16年前，为了
让老人找到一个精神安居之地，她自筹资
金购买了乐器、设备等，在自家附近建立了
一间老人娱乐室，让老人及曲艺爱好者能
聚在一起唱粤剧吟粤曲。苏娟说：“我也不
图什么，能让老人们开心，我就很快乐。”

结对帮扶孤儿写大爱

20多年来，苏娟坚持到遂溪县文化艺
术学校探望该校孤儿和单亲家庭小朋友，
关心他们的成长，并重点帮扶了十几名孤
儿茁壮成长。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苏娟
捐赠给遂溪县文化艺术学校的生活物资
一批又一批，价值达50多万元。

在帮扶孤儿及关爱老人方面，苏娟可
谓是慷慨“女侠”，而现实生活中，她并不
是什么“土豪”，只是遂城一家药店的老
板。“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社会上这种做善事的人有很多，我只是尽
了自己的一点力，这都是父亲教育的结
果。”苏娟说，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现在已
经90多岁高龄。虽然立有战功，但父亲淡
泊名利、乐善好施，还资助多名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

多年的辛勤付出，赢得社会各界的认
同，2017年7月，苏娟获评第六届“湛江好
人”；2018年6月，她荣获广东省第一季度

“广东好人”称号；2018年10月，她被评为
湛江市第一届道德模范；2018年12月，其
经营的遂城宝珠林药店被评为湛江市爱心
商家……从投身公益到为公益组织搭建发
展平台，苏娟走向更广阔的公益天地。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敏）6月
12日上午，我市召开创文公益广告宣传工
作推进会。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对标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查摆存在问题，明确
目标责任，落实具体任务，强力推进我市创
文公益广告宣传整改工作。

会议通报了 2018 年中央文明办测
评反馈我市创文公益宣传工作存在的问
题，介绍南阳市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经验
做法，解读我市2019年创文公益广告提
升方案，部署我市创文公益广告整改提
升工作。

近年来，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市
各地各部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文明树新风、创建
文明城市等内容，集中推出一大批主题鲜
明的公益广告。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我市创文公益广告刊播工作仍存在着
覆盖面不够广、创意设计水平低、缺乏湛江
特色、群众满意度不高、个别公益广告有明
显错漏、破旧公益广告长时间无人管理等
主要问题。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公益广告宣传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要进一步明确任务，着
力抓好公益广告的扩面提质工程，始终突
出公益广告的宣传重点，全域拓展公益广
告的覆盖面，大力提升公益广告的特色和
质量，努力做到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全面
覆盖、富有特色、协调融合，不断提升公益
广告宣传的实效。要进一步完善机制，采
取得力措施，扎实推进，为不断提升我市公
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加快建设省
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
要发展极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

发布会后部分第八届“湛江好人”合影留念。 记者 殷翊展 摄

练志强在分享故事。记者 殷翊展 摄

苏娟和志愿者到遂溪县文化艺术学校，看望资助的孩子。 记者 李忠 摄

学好人做好人 建设文明港城
我市举办第八届“湛江好人”发布活动

争做文明公约宣传者 为文明大厦添砖加瓦

进行时进行时

我市开展2019年度湛江道德模范及身边好人“最美故事会”分享活动

“广东好人”苏娟的公益人生

礼赞新中国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湛江奋进新湛江

党报记者进百家

本报记者曹龙彬

继承先烈遗志 用爱心点燃希望诚实守信好人练志强

□李湘东

崇尚好人
学习好人
争做好人

着力抓好公益广告
扩面提质工程

市创文公益广告宣传工作
推进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