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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最美家乡事 评最美家乡人

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2018 最美家乡人”
评选活动
征集令

本报讯（记者 杜世成）他们温暖
了你我，感动了城市，弘扬了大爱。一
起来寻找厦门的“最美家乡人”吧！昨
日，本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在
武汉启动第四届“最美家乡人”评选
活动，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提供最美家
乡人线索。
厦门晚报作为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 量 在 厦 门 的 独 家 合 作 媒 体 ，在
2016 年就参与发起“最美家乡人”评
选活动。迄今，通过征集和寻找，本报
先后推出了大量“最美家乡人”候选
者 的 事 迹 报 道 ，感 动 了 许 多 读 者 。
2016 年，翔安“爱心爸爸”林东荣当
选为全国
“最美家乡人”
。
去年，经过评委会推荐和社会各
界推荐，陈清洲、郑瑞勇、郭建居、陈
国信、黄汇明、蔡伯斌、庄炳生、陈雅
勤、吴小汉、叶建议 10 人（组）当选
2017 厦门“最美家乡人”；陈清洲、陈
雅勤经过评委投票和网友点赞的方
式，最终代表厦门参与全国评选。

只要身边有符合勇敢、正气、
担当、热心、大爱等正能量的平凡
人或暖心事，均可向我们报料。我
们将第一时间派出记者采访报道。
本 报 24 小 时 市 民 热 线 ：
5589999；邮 箱 ：yw@5589999.
com。您 也 可
以通过厦门
晚报官方微
信、新浪微博
@厦门晚报、
@我要说提
供线索。

链接
■本报去年推出大量厦门
“最美家乡人”
的事迹报道。

昨天，参与发起“最美家乡人”评
选活动的是厦门晚报等 33 家国内知
名媒体，媒体代表们还围绕“最美家
乡人”话题展开了讨论。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宣布，今年
将继续投入 150 万元公益金，用于寻
找和奖励
“最美家乡人”
。

本报将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对被报道者进行评选，授予获殊
荣者厦门十大“最美家乡人”称号，并
颁发正能量奖金 2000 元；本报还将
从中挑选突出案例，参与全国评选，
若当选全国十大“最美家乡人”，正能
量奖金将达到 10000 元。

老人摔伤血流不止 两小伙暖心相助
老人已出院回家休养，昨致电本报感谢热心人
60 多岁的刘女士在上公交车前不慎摔倒，磕破了小腿，
血流不止。90 后小伙冯穗城和张东升立刻上前，不仅帮忙
打了 120，还特意向公司请假，准备陪同她一起去医院。
“虽然摔伤了，但因为碰到好心人，心里一直暖暖的。”
昨日，刘女士致电本报市民热线 5589999，希望通过本报
向他们表达谢意。
文/记者 杨莉莉 图/刘女士提供

老人>
看到他们一直陪在身边
心里踏实了不少
刘女士说，前日上午 8 点多，
她在线务局公交站候车。看到一
辆 115 路公交车进站，她正准备上
车，却不慎崴了脚，整个人摔倒在
地。被热心人扶起来坐在路边后，
她把裤腿卷起来一看，小腿上有
一道很深的伤口，流了很多血。
“当时我被这一意外吓坏了，
不
知如何是好。
这时，
一起等车的两个
小伙子过来，
一个在旁边安慰我，
让
我不要怕，另一个帮忙打了 120。”
刘女士说，
看到他们一直陪在身边，
她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不少。
当时正值早高峰，
两名小伙子
手里还提着早餐，
一看就是赶着要
去上班的。
“ 我以为他们帮忙拨打
120 后就会上车离开，没想到直到
120 抵达，
他们俩都没走。
”
她说，
一
问才知道，
两名小伙子担心她腿受
伤，到医院没法办手续，特意向公
司请了假，
准备陪她一起去医院。
由于两名小伙子不是刘女士
的家属，
急救人员表示会帮忙照顾，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没有让他们一同前往。
直到刘女士
坐上急救车后，
他们才放心离开。
经医生检查，
刘女士的伤口属
于皮外伤，没有伤及骨头，缝了十
几针。
目前，
她已出院回家休养。

热心人>
只是一件小事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现在有些人看到老人摔倒
就不敢伸出援手，但这两名小伙
子完全没有顾虑，非常热心，还特
意向公司请假。”刘女士表示，希
望通过本报表达谢意，也希望能
传播这样的正能量。
昨晚，记者根据刘女士手机
里的照片多方寻找，联系上这两
名小伙子，他们一个叫冯穗城，另
一个叫张东升，都是 90 后，目前在
瑞景一家公司上班。
冯穗城说，他当时就在刘女
士身后排队，正准备上车。看到刘
女士要摔倒，他下意识地伸手去
扶，但没来得及。
“ 当时我看到她
很慌张，就给公司打电话请了假，
想陪她一起去医院。”他说，后来
医护人员表示会帮忙照顾，他们

目送刘女士坐上急救车离开后，
也立刻打车去上班。虽然迟到了，
但公司得知情况后并未处罚。
得知刘女士致电表扬他们，
冯穗城表示：
“ 这只是一件小事，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受伤的
刘女士没
有 问到他
们的姓名，
就拍下了他
们的照片。

“最美家乡人”关键词
“正直、志气、勇敢、诚实、坚
定、友爱、孝心、情义、温暖、大爱、
和善、厚道、敬业、文明、奉献、担
当、忠贞、自强”，这些品质将成为
今年的
“最美家乡人”
关键词。
细细
品味，这些关键词正是许多“最美
家乡人”
身上闪着金光的宝贵品质
所在，也是感动你我、呼唤起我们
内心最真诚敬意的人生境界。

建设知识产权强市
反哺城市创新创业
本报讯（记者 王东城）我市正加快建
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体系，服务城市
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业态环
境。昨天上午，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
接听市长专线，解读我市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
根据方案，我市将围绕两岸知识产权
交易运营中心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云
画报两大重点项目，建设“厦门城市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建设涵盖知识产权
主题公园、服务业集聚区、示范产业园三
大板块的核心区——厦门国际知识产权
新城，引领国内其他城市合作共建两岸与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经济协作区，拓展沿
线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经济协作。
2017 年 6 月，我市入选 8 个“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并获批
中央专项资金 2 亿元；当年年底，市政府印
发实施方案，为期三年的体系建设工作正
式启动。
对于厦门而言，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有利于更好发挥知识产
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壮大我
市知识产权服务新业态，以知识产权运营
效益反哺城市创新创业、激励大众创新创
业，为我市最终创建“对标国际、引领全
国、支撑区域”的知识产权强市，注入强劲
动能。
方案明确，我市将以知识产权运营服
务平台体系为支撑，以培育高价值知识产
权组合为核心任务，推动知识产权高效运
用、严格保护等工作，最终形成覆盖知识
产权全链条、服务重点产业的“平台+机
构+资本+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以及“体系健全、聚焦产业、服务自创”的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城市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