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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困和帮扶并举，资助和育人并

重。”“光明与爱”团队都深知，避免生活困

难学子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困生”，就

必须在对其物质资助时，重视思想上、道

德上、心理上的资助，悉心呵护他们成长。

2013年，作为当时院里唯一一个青

年员工、青年党员，方铭主动报名参与到

助学项目。

“我刚入企一个月仅2000元工资，

院里怕给我造成压力，还不同意，我三番

五次表明决心，最终才同意我参加。”方

铭回忆说。

符慧怡是从七年级开始受到资助的

女孩。父母离异，爷爷奶奶仅靠务农抚

养她长大。她成绩排名年级第一，每到

节假日都会给团队里帮助过自己的姐姐

发节日祝福，懂事招人喜欢。

在读九年级时，符慧怡有一次发信

息给方铭说：“姐姐，有点对不起你，最近

的模拟没有拿到第一名。”

看到信息，方铭立马询问情况后，方

铭安慰道：“虽然没拿到第一名，只要自

己努力到位了，你就是最棒的，姐姐永远

支持你！”

受到鼓励后，符慧怡更努力、用心和

自信起来，将几位转校生作为前进的动

力。2017年，符慧怡以优异成绩考入海

南省国兴中学，2020年以547分的成绩

考入海南大学。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第一个想到

找姐姐，希望跟她一起分析和讨论。她

总是鼓励我，让我充满信心。”符慧怡说。

在坚持的9年里，方铭总共资助过3

名学生，累计捐赠 9500 元现金、价值

1000元的课外书籍以及学习用品，一直

关注着资助学生情况。

13年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越是家庭困难的孩子自尊心越

强。”李文珏说，相较一时的物质资助，如

何让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真正摆脱自

卑，拥有自立自强的本领，以实现可持续

助困，是他们资助团队更加关注的问题。

万家灯火里的爱与希望
海南电网电科院“光明与爱”志愿助学团队13年资助80多名困难学子就学

13 年、280 余人、5800 多公里、捐资近 30 万元……一组组数据记录了海南电网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下称电科院）“光明与爱”志愿助学团队齐心协力的成果。2009 年，

“光明与爱”志愿助学团队正式成立后，对接帮扶白沙黎族自治县困难家庭学生解决就
学难题。

13 年来，这群“电力人”用实际行动跨越千山万水，在守护偏远乡村万家灯火的同
时，为80 多名乡村孩子们带去了爱与希望，助力他们走出大山，寻找自己的梦想。

“一盏灯”的希望

“一排简陋破旧的平房教室，一盏

灯也没有。昏暗的教室里，最亮的是孩

子们天真、好奇和求知的眼睛……”曾

在电科院就职的李文珏清晰记得，

2019年她第一次到白沙牙叉镇九架小

学时的情景。

当天，李文珏的主要任务是给孩

子们上安全电力知识普及教育课。

因为当时海南电网生产部门发现儿

童爬树、掏鸟窝等是导致电力线路跳

闸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更危险的是

孩子们的类似行为容易导致触电伤

亡。于是当时的海南电网生产部与

电科院开展党支部联建活动，选择在

九架小学为孩子们开展安全电力知

识普及教育。

上完课返回海口的路上，参加活动

的党支部成员心情都比较沉重。“我们

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

李文珏率先打破了沉默。

这个提议迅速变成了行动。不久

后，电科院“光明与爱”团队正式成立，

遵循自愿的原则，大家或以个人、或以

党支部的名义，对九架小学的部分困难

学生进行资助。

2009 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光

明与爱”团队前往九架小学，出资把

破损的教室重新翻修，拉起了新的电

线，装上了明亮的电灯。为孩子们带

去了校服、学习用品、食品及 5000 元

捐款。

从此，学生们不再担心桌椅随时

塌掉，教室也亮堂了起来。

2009年秋天，省教育扶贫移民工

程全面启动后，九架小学在内的几所

学校合并成为海南白沙思源实验学

校。

然而，学校条件改善后，依然有

困难学子的存在，“光明与爱”团队的

阵地，也从九架小学转移到了白沙思

源学校。

作为“光明与爱”团队的新成员，

2009年10月，范凯迪和李文珏一道，

到白沙思源学校看望那群可爱的孩

子。这一趟，他们带了课外书、书包、

文具等小礼物。

“看到了大家那无私的爱，我也

一定会将这份爱传承下去。”范凯迪

说。

13年很长，很多事物都悄然发生

了变化：电科院经历两次办公大楼搬

迁，领导班子更换了四轮。海口到白

沙也通了高速公路，“光明与爱”团队

的成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李文珏也

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电科院……不变

的，是爱与希望的传递。

这就是一场爱心接力赛。

“开始的时候，活动的参与志愿者

仅有院领导、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

部，如今扩大到了每个支部党员和部门

工作人员。”方铭介绍说，令他们感动的

是，有许多大学生刚参加工作，但是一

听到是爱心公益活动，都积极参加。

受“光明与爱”团队影响，远在广

州的兄弟单位南方电网科研院也闻讯

加入了这支捐助队伍，帮助更多的孩

子圆了求学梦。

13年来，“光明与爱”团队累计有

280余人次参与活动，往返海口和白

沙5800多公里，资助80多名贫困学

生走进中学和大学，累计捐资近30万

元。

海南“电力人”用爱与行动为山区

孩子送去希望，助学、筑梦、铸人，他

们一直在路上…… （朱滢琳）

一场爱心的接力赛

一份期望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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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电网公司电科院“光
明与爱”助学团队志愿者给受
帮助的孩子写祝福语

符武平 摄

海南电网公司电科院
“光明与爱”助学团队志愿
者范凯迪在给一对一帮助
的孩子写祝福语

朱滢琳 摄

专题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胡蓉）12
月 18日至 12月 20日，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异地用警查处酒

驾醉驾、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10号统一行动，防范群死群伤

道路交通事故，确保我省冬季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平稳。为震慑酒驾醉驾严重交

通违法、犯罪行为，警示教育广大驾驶

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向社会公示12月

18日全省查处的83名酒驾醉驾人员名

单。

据介绍，此次行动在城市道路、国省

道、城乡接合地区，县乡道路、重要村镇、

校园周边道路和农场、瓜菜种植基地周

边道路等重要路段开展整治。重点整治

汽车、城市工程运输车、农用车（包括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上道路行驶的拖

拉机和变型拖拉机）、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等车辆及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驾驶无

牌无证车、报废车辆上路行驶，城市工程

运输车违法，农用车违法载人，骑乘摩托

车或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未满16

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成年人驾驶摩

托车，汽车乘员不系安全带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

重点整治时段为一早一晚两个时

段。早晨时段重点整治机动车酒驾醉

酒、农用车违法载人、城市工程运输

车违法、校园周边未成年人违法驾

车。夜间时段重点整治机动车酒驾醉

驾，农用车违法载人、汽车乘员不系

安全带。

我省交警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示83名酒驾醉驾人员名单

守护道路安全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王季）澄迈县检察院近

日联合老城镇司法所、福山镇司法所，深

入澄迈县老城镇、福山镇开展知识产权

保护打击侵权假冒专项宣传活动，进一

步提高群众识假辨假能力和提高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

活动中，检察干警通过悬挂条幅、发

放宣传资料的方式，向群众重点宣传了

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通

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群众讲解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及其

危害，以及产生的后果。

澄迈多部门联合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活动

以案释法提高群众识假辨假能力

本报讯（记者董林）一男子在酒

吧酒后多次掀起女子衣服引发冲突继

而发生打架斗殴，近日，东方警方经

调查核实将 11名参与者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月 19 日，东方市公安局接到

群众报警，称有人在板桥镇某酒吧

内打架斗殴，出现人员受伤的情

况。接报后，东方市公安局迅速指

派板桥海岸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处

置。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控制住涉

案人员，在确保涉案人员没有因打

架斗殴出现生命危险后，将涉案人

员依法口头传唤带回派出所进行调

查。

经询问，据涉案人员交代，当天

凌晨1时许，刘某、陈某文、马某鹏等

男子在板桥镇某酒吧内喝酒。其间，

刘某多次掀开酒吧一女子的衣服。

酒吧保安张某伟看见后多次口头制

止。刘某对张某伟的制止感到不满

并抓其下体进行羞辱，随即两人由最

初争吵上升为肢体冲突。该酒吧保

安队队长胡某翔看见两人发生争执

后，便拿起手中的啤酒瓶丢向刘某一

方的人群。其余酒吧内的保安见胡

某翔动手也纷纷对刘某等人动手，现

场变成双方群体互殴，后刘某一方打

电话报警。

12月16日，东方公安经调查取证

将胡某翔等 11 名涉案人员全部抓

获。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将胡某翔

等11人处以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

侦办中。

男子酒吧掀女子衣服
引发冲突打架斗殴
11人被东方警方依法刑拘

本报讯（记者陈敏）澄迈县检察院近

日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邱某莲、

卜某贵等6人批准逮捕。该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经查，2021年至2022年，犯罪嫌疑

人邱某莲、卜某贵等人以团伙作案的方

式，通过故意隐瞒价格单位、假扮顾客虚

构、夸大治疗功效，并营造价格实惠、争

相购买的假象，诱骗众多中老年被害人

高价购买价格低廉的鱼胶、鱼翅，诈骗金

额高达6万元以上，损害了中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东方警方持续保持对酒驾
醉驾严管高压态势

查处152起
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董林）12 月 18 日，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决

战时刻，为持续保持对酒驾醉驾严管

高压态势，切实保障岁末年初道路交

通秩序持续平稳，当日 23时，东方公

安交警依托“路长制”警务机制，组织

开展异地用警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载

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10

号统一行动。

此次行动，由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

一安排，分别从儋州、昌江、白沙三个市

县抽调警力派驻东方参与统一行动。东

方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部署交警大队联

合特巡警、各派出所和其他市县警力，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的工作要求

开展行动，邀请记者跟踪报道，加大对典

型交通违法案例的曝光力度，形成强有

力震慑效果。

经统计，12月18日，东方公安交警

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2起。其

中，机动车酒驾醉驾5起，非机动车酒

驾醉驾3起，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未戴头盔99起，不系安全带2起，其他

违法行为43起；暂扣车辆8辆。

本报讯（孙新武 记者杨晓晖）12
月 19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获悉，

该局近日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抓获

涉案嫌疑人6人。

万宁市公安局网警大队近日在工

作中发现，万宁有一团伙组织大量人

员，通过网络参与赌博。网警大队经

分析研判，确定该团伙为网络赌博团

伙。该团伙以许某宝、许某金为首，骆

某龙、吴某猛、杨某年、蔡某凤为骨干，

通过线上拉人头的方式，招募赌客进

行网络赌博。网警大队、治安大队经

研判，依法从快打击该团伙。

12月5日，网警大队联合治安大

队、侦查分局分为两组，分别在海口、

万宁两地同时开展抓捕行动。海口组

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海垦南路抓获

许某宝、许某金、骆某龙、吴某猛。万

宁组在万宁市华亚小区抓获杨某年，

在万宁市北坡扶峰村委会抓获蔡某

凤，并扣押手机21部、一体机电脑5

台、笔记本电脑1台、银行卡12张、车

辆2辆。

经查，该团伙从今年初就通过

博鱼等网络赌博平台下注，通过网

络直播的方式吸引人参与网络赌

博，涉案金额流水高达 500余万元。

经审讯，许某宝等人对涉赌的行为供

认不讳。

目前，上述6人均以涉嫌开设赌

场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万宁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

6人网上揽客赌博被刑拘

假扮顾客虚构治疗功效，诱骗中老年人高价买鱼胶鱼翅

6人被澄迈检方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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