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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导读

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
更多报道见A02-A09

中央媒体看海南

开栏的话：
正当全省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投入抗灾重建之际，7月24日，三沙市迎来它的两周岁生日。
两年前，一个风狂雨急的日子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三沙市成立大会上升起；两年来，三沙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风

雨兼程、劈波斩浪，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两年历程凝结的是众志成城、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这对当
前我省的抗灾重建工作启迪尤为深刻。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将其转化为同心共克时艰、合力重建家园的强大动力。

对三沙两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祖祖辈辈在南海耕海牧渔的船老大们感触最深。从今天起，海南日报推出《船
老大看三沙》系列报道，让我们循着渔民们的视角，去追寻三沙的变化。

■ 本报记者 杜颖

一座座油毡纸房，在碧海蓝天下铺
展，这里的渔民，经历过无数次耕海迁
徙，接受过数不清的离合聚散，而海洋，
是他们始终不变的家园。

2014年7月，海口、琼海、三亚，我
们连日拜访的3位“船老大”都身影忙

碌，不约而同为着同一个地方——三沙。
80岁高龄的阿公林载亮刚回到海

口，仍电话不断地联络着美济礁“琼富
华01号”渔船上的船员；潭门镇草塘村
79岁的阿公苏承芬满身大汗地在家中
保养着渔船发动机；船老大林圣平在三
亚港“琼京太渔01号”船上，开启了驶
向南海的又一次收渔之旅。

3个人来自两个家族，林载亮是林
圣平的叔公，两人祖籍福建，是平潭岛
的渔民世家；苏承芬不但是海南琼海潭
门有名的老船长，更是“南海航道更路
经”的省级传承人，他们是航海好手、公
认的一等一的“船老大”，两家人彼此听
闻，并不相识，是南海和三沙，将他们的
人生命运牵系在了一起。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精耕南海的历史
见证，摩挲着3个珍贵的簿本，苏承芬动
情地说，南海作业的渔民，每个人骨子里
都有一种朴素的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

在苏承芬的家族里，苏承芬的祖父
苏茂轩、父亲苏伟克都是本地颇有名气
的船长， 下转A09版▶

(相关报道见A10版)

伴着三沙发展，世代耕海的“船老大”们编织着蓝色海疆新希望

更路经·渔场图·三沙梦

本报罗豆7月24日电（记者单憬岗）在抗击“威
马逊”超强台风中，文昌罗豆农场26岁青年符传道为
帮助村民脱险英勇牺牲的故事感人至深。7月24日，
海航集团有关负责人来到符传道家中，向英雄致以崇
高敬意，将10万元慰问金和慰问品交给其家人。

海航集团代表还前往另外两名救人英雄符芳展和
符传茂家中，各送去5000元慰问金和慰问品。

海航集团慰问
英雄符传道家属
送上慰问金10万元

■ 吴 卓

7 月 23 日，海南电网公司总法
律顾问温和在抢险救灾中因过于劳
累，猝然发病去世，令人痛心。算起
来，这已经是第三位累倒在抢险救
灾工作中的同志了。这种情况亟需
引起我们重视。在抢险救灾中，各
单位、各部门要注意人员的合理分
工，统筹安排工作，劳逸结合，尽量
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目前，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
作进入关键阶段，任务繁重如山。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在加班加点
工作，有些单位的员工甚至从灾害
发生以来就没有休息过，工作连轴
转，日夜不停工。这种拼命、拼搏的
工作精神，让人十分敬佩。但是，人
毕竟是血肉之躯，连续工作不休息，
就有可能出问题。抢险救灾、灾后重
建是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奋
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单位要更
加关心员工的健康，统筹安排工作，
合理分配，轮流休息，员工也要注意
自身健康，避免过度疲劳。

拼搏救灾
别忘劳逸结合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赵泽
丽 曾小玲）昨天全省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后，省委副书记李宪生轻车简从，立即赶赴
文昌市和澄迈县，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抗灾工作。他强
调，要万众一心，克服困难，注重支援灾区工作的有序
性和实效性，全力做好救灾救助和灾后重建。

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文昌市翁田镇登陆后，翁田
镇瓦房几乎全部倒塌，文昌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遭受
巨大损失。昨天下午，李宪生先后来到翁田镇博文村
委会金马堂村、明月村委会大贺村、翁田镇第一小学安
置点等地，向受灾群众表示亲切慰问。他详细了解村
民们的灾后生活，仔细询问救援物资发放等情况，并听
取了救灾情况汇报。昨晚6时许，龙南村委会一片树
林突然起火，过火面积约200亩。正在附近调研的李
宪生闻讯立即赶到，现场指挥，直接参与，与100多名
干部群众、公安消防官兵一道，齐心协力，扑灭了大火。

调研时，李宪生强调，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开
展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要抓紧抢
修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通信
等设施，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

今天，李宪生又赶往澄迈县，深入基层，就灾后恢
复生产工作进行调研指导。他来到中色海宇海南镀锡
原板材料有限公司、海南星光涂料厂等企业车间，详细
了解受灾损失情况和企业困难，鼓励企业员工鼓足干
劲，争取尽早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在福山永边村香
蕉林里，李宪生与蕉农们促膝交谈，鼓励他们要坚定信
心，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副省长何西庆在文昌市陪同调研。她要求，要进
一步妥善安排好群众口粮、饮用水、临时居住等问题，
特别是着力解决好弱势群体和重灾户的生活困难，同
时抓好恢复生产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农民损失。

李宪生赴文昌澄迈指导抗灾工作时强调

注重支援灾区工作的
有序性和实效性

台风“威马逊”已经远去，但7月18
日文昌这场惊心动魄的和台风赛跑的
生死大转移，注定将写进海南的历史。

超强台风逼近，做最坏的打算，
底线决策应对风险，省委果断作出紧
急转移翁田镇方圆 25 公里内群众的

决策，是为 18 万灾区群众筑起的一
道 抵 御 17 级 超 强 台 风 的 安 全 防 护
堤，诠释的是人民利益重于泰山的执
政理念。

文昌市委市政府执行省委命令快
速得力，了不起的是，2000多名各级基

层干部迎风冒雨，在短短3个多小时内
将 18 万名群众安全转移，彰显的是党
的各级干部不畏风险、舍小家为群众
的无私担当。

这，就是我们战胜自然灾害的力
量所在。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彭青
林 陈蔚林 李佳飞）“威马逊”风雨再
大，我们携手同行。“我们风雨同行”海
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今
晚在海南省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方米
演播大厅举行，真情演绎全省人民众志
成城抗击超强台风，用爱心和勇气开辟
风雨同行之路的历程。而晚会现场募
集的2.4亿元善款，见证着社会各界的
爱心与义举，以实际行动支持海南人民
重建美丽家园。

省领导罗保铭、蒋定之、于迅、许
俊、孙新阳、毕志强、李国梁、王路、陈志
荣、何西庆观看演出。

三位海南籍的演艺明星陈楚生、孙
兴、顾莉雅不仅在此前亲自号召或参
与捐助活动，今晚还推掉了其它演出
活动赶赴海南参加义演晚会。陈楚
生、顾莉雅分别深情演唱了《相信》、
《与你同在》两首歌曲，孙兴参加演唱
《众人划桨开大船》，用真挚的表演激
励家乡人民。海口市艺术团、南海明
珠艺术团献上的情景舞蹈《风雨中》、
歌舞《还有爱》、《爱在天地间》、《姐妹
弟兄》，艺术地再现了海南人民抢险救
灾的过程。主持人合唱《心心相连》，
音诗舞话《人民至上》更以澎湃的激情

歌颂了战斗在抗风一线的人们。
整台晚会以纪实的新闻短片、现场

采访和记者讲述贯穿全部文艺演出，用
一个个再现的真实现场打动了所有
人。当41年来最强台风来临的时候，
勇敢开辟道路的路政工作者、用生命救
护孩子的母亲、冲进大风里的记者、救
护临盆孕妇的消防队员、转移群众的军
警官兵……一个个感人的瞬间，把大家
又带回到了抗风救灾的第一线。昌江
工会干部李仁坚，讲述了两位同事郭启
森、林维勇为了给群众送去救灾物资遭
遇山洪献身的经过，感动了在场的所有
观众。

最为感人至深的一幕，发生在主持
人现场采访英勇救人献身的文昌市罗
豆农场青年符传道的母亲、姐夫和获救
的颜阿婆时。当颜阿婆讲到符传道不
顾个人安危，一次次驾车驶入风雨中，
最终献出年轻的生命时，已经泣不成
声，全场无不为之动容，送给英雄的掌
声经久不息。

晚会现场开通了两部爱心捐赠电
话，许多省外爱心人士、海外侨胞和国
外友人纷纷打来电话，给予海南热情的
支持，送上温暖的祝福，积极捐款捐
物。其中，海航集团捐款3000万元，海

南省农村信用社、阿里巴巴集团、恒大
集团、英利集团等企业捐款各超过
1000万元。至晚会结束时，共收到各
方爱心捐款24398万元。

晚会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省委宣传

部、省直机关工委、省政府金融办、省工信
厅、省文体厅、省民政厅、省国土资源环境
厅、省住建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海南
日报社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海口市艺术团协办。

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出席。积极
投入抢险救灾的军警官兵、电网职工、
医疗人员、交警以及海南各界企业、百
姓的代表也受邀现场观看了晚会。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们风雨同行”义演晚会募集善款2.4亿元

爱心汇成赈灾暖流 义举累积重建力量
罗保铭蒋定之于迅观看演出

船老大看船老大看三三沙沙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记者况昌
勋）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此次台风全省共损坏房屋约16.3万间。

省住建厅通报，据初步统计，此次台
风全省共损坏房屋约16.3万间，其中倒
塌房屋25161间，严重损坏房屋75002
间，一般损坏房屋62513间，其中文昌、
海口、澄迈、定安等受灾严重的市县农村
瓦房基本损坏。城镇绿化树木受损13.2
万株，仅绿化损失一项就超过 2.2 个
亿。建筑工地损失超过11亿元。

海南电网公司通报称，海口当前最
高负荷 85 万千瓦，已恢复到灾前的
85%。主城区及郊区已恢复电力供应。
161个未恢复行政村今晚将全部配备发
电机进行发电。文昌当前最高负荷9.9
万千瓦，已恢复到灾前的60%；129个未
恢复行政村今晚将全部配备发电机。

“威马逊”损坏我省
房屋16.3万间
海口文昌未恢复电力供应村
全部配备发电机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王
剑）记者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天早上，民政部紧急
调运的首批救灾物资1.5万顶救灾帐篷和1万张折叠
床抵达海口，即将下发至海口、文昌及其它市县灾区。

另据了解，截至7月24日，省民政厅已收到社会
各界的到账捐款2999万元。

民政部首批
救灾物资抵琼
省民政部门已收到捐款2999万元

■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魏月蘅

7月18日，一场41年不遇的超强台
风袭击海南，台风过后满目疮痍：房屋倒
塌、瓜果绝收、道路中断、停水停电……

在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由
于台风前早部署、早预防、早转移，台
风后军、警、民全力抗风救灾，社会各

界爱心传递，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最
大程度的保障。

台风面前，房倒，树倒，心不倒，精
神不倒，在过去的六天六夜，琼岛处处
谱写着一曲曲大爱之歌。

一级预警：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

7月17日，海南各市县风平浪静。
此时，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逊”已

加强为强台风级，步步逼近琼岛。根
据收到的气象信息，17日中午，海南省

政府发布今年首次台风一级预警。省
气象局于当日12时20分通过电视、网
络、报刊、广播、大屏幕、短信、报纸、电
台等平台，向全省各市县全网发送台
风一级预警信息。

各行各业按照预警进入台风“备
战”状态：全省26410艘渔船回港避
风；东环高铁进出岛列车停运；省教育
厅要求尚未放假的幼儿园必须停课；
海南电网5122名抢险人员、694台抢
险车辆集结待命…… 下转A07版▶

房倒 树倒 心不倒
——海南抗风救灾纪实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李科洲 刘袭

文昌翁田镇明月村委会加丁村村
民林燕，今天上午站在自家房屋倒塌的
废墟上告诉记者，回想起18日上午的
那一幕至今后怕：当时多亏市里组织干
部顶着大风连劝带“骂”转移大家，她和
乡亲们才捡回了一条命。

早在16日，大家都知道“威马逊”
要来，但村民们并没有太当回事儿，“不
就刮大风下大雨吗，何况我家的房子没
盖几年，很结实”，林燕说。

18日上午，卫星云图显示，行踪诡
异的“威马逊”正在步步逼近海南。此
时省委7楼办公室气氛紧张而凝重，座
机、手机声此起彼伏，各方信息在此交
汇。中央气象台预报：“威马逊”将在文
昌翁田一带登陆，中心风力预计17级！

按台风半径测算，翁田镇方圆25
公里是高危地区，涉及11个镇场2015
个自然村，人口密集，如果不及时转移
群众后果不堪设想。

群众安危重于泰山！10时28分，
省委书记罗保铭当即拨通手机向文昌
市委书记裴成敏下达命令：立即转移翁

田镇周边25公里范围内所有瓦房、危房
内的群众。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务必！

此时离预报的台风登陆时间还有
5小时，此前文昌已按防台常规转移了
低洼地、渔船、危房、工棚的群众和五保
老人5.9万人。接下来需要转移的群
众量更大。任务火急、时间紧迫！

“时间就是生命！”正在一线组织抗
风的裴成敏立即将省委的命令传达到
市“三防”指挥部，要求一秒也不耽误地
组织市、镇、村三级党员干部紧急行
动。短短几分钟内，正在各个乡镇抗灾
的两千多名各级干部都收到了紧急转
移群众的短信通知。

裴成敏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心急
如焚，两千多党员干部迎着大风一个村
一个村地跑，敲开了家家户户的门。但
很多群众舍不得走，干部们只得苦苦相
劝，生拉硬拽也要走。”

12时30分，文昌的风力达到11级，
不少干部在转移群众时被风刮倒摔伤，但
大家既顾不上风雨危险，更顾不上小家。
13时20分，文昌市长刘春梅用短信向罗
保铭报告：群众基本转移完毕，开始有房
屋倒塌。14时08分，翁田的风达到13
级，转移工作被迫中断，此时已安全转移
群众18万多人。

15时30分，“威马逊”登陆翁田。

1.7万多间瓦房倒塌，2.3万多间瓦房屋
顶被掀。房子倒塌了但群众安全了，

“这一次，我们跑赢了台风”，组织安全
转移2000多群众的翁田镇明月村委会
主任陈泽存一边说，一边长舒一口气，
他们村房子倒塌191间，损坏1000多
间。除一个村民在安全转移后折回家
被压身亡外，全村老少均安全转移。而
他的小家在台风中被掀了顶，他却忙得
连一粒花生米都没有救出。

在和台风赛跑的这3个多小时中，
罗保铭始终保持着和文昌的热线联系。
记录显示，当天省委和文昌之间的通话、
短信近80条。（本报翁田7月24日电）

“威马逊”登陆前5小时：省委果断决策转移翁田镇方圆25公里内的群众；文昌
各级干部3个多小时紧急转移18万名群众——

跑赢台风的生死大转移

生死转移彰显决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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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鸡，
风雨之后谋重生

A03版 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

A05版 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

十六条生命和
一个不朽的灵魂
——追记文昌罗豆农场南洋村
救人青年符传道

心灯不灭 点亮光明
——追记海南电网公司总法律顾问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