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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义演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彭青林

今夜的椰城星光璀璨，台风留下的
疮痍也开始渐渐愈合。“我们风雨同行”
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在
这里举行。琼籍明星陈楚生、孙兴、顾
莉雅等人纷纷在第一时间从四面八方
汇聚而来，为呼吁各界关注海南，支援
家乡重建而放声高歌。

拼尽全力能做多少是多少

“海南之于我，是永远的故乡。”
21 日，一篇博文感动了无数人——

“在网络上看见海南今次遭受了17级
超强台风‘威马逊’，百万人受灾、房
屋倒塌损毁、农作物严重受损、几十
万人需要紧急安全转移。那曾经熟

悉的海南、熟悉的面孔都在等待我们
的帮助！”

这篇转载近3万次的博文是“海南
的儿子”、琼籍歌手陈楚生亲手所写，字
字句句流露对海南灾情的深沉牵挂。
此文一出，齐秦、胡海泉、董成鹏、郝云、
姚贝娜等一众明星纷纷转载，将各界的
目光聚焦海南。

陈楚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次
返乡，他将尽己所能，“能做多少是多
少，毕竟我从小在海南长大，为海南出
力义不容辞。”

我要让家乡充满阳光

“我坐不住了。”琼籍演员孙兴19
日在扬州工作时从媒体和网络等渠道
获知了海南灾情，看到老家文昌受灾严

重，他第一时间改签机票，于次日下午4
点回到了三亚。

“灾区情况怎么样？我要去一线看
看！”因为担心天亮后会有大量车辆涌
向灾区，孙兴一刻也不想耽误，在采购
了救灾物资后，就于凌晨2点坐上了前
往文昌重灾区的车。

道路泥泞难行，直至第二天早上8
点，孙兴一行才抵达文昌市昌洒镇塘教
村。“当看到孤寡老人无助地坐在没了
屋顶的房前，身旁一口破裂的铝锅里除
了浑浊的井水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的
心揪起来了。”

“在灾区，我不敢表现出心疼，害怕
会让乡亲们更伤心。”同样的，在赈灾晚
会上，孙兴依旧笑容灿烂，以一首《众人
划桨开大船》赢得观众共鸣，“我要我的
家乡永远充满阳光。”

每个年轻人都要尽一份力

“我不是专程为晚会赶来，而是为
了重建我的家乡——海南。”因为飞机
晚点，中午12点从北京回到海南的琼
籍歌手顾莉雅，顾不上回一趟海口的
家，看看父母，看看家里的受灾情况，就
马不停蹄地赶到演出现场参与彩排，

“家乡有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袭来，远

在他乡的顾莉雅心急如焚。接到赈灾
晚会的演出邀请，她当即决定排开所有
的工作赶回海南。

“年轻的力量是延续的，每一个年轻
人都应该为家乡救灾重建尽一份力。”刚
刚完成彩排的顾莉雅有些疲惫，眼里却
闪烁光芒。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陈楚生、孙兴、顾莉雅等琼籍演艺人士第一时间返乡支持海南救灾重建

明星，此刻为家乡发光

两个小时的赈灾义演，催人泪下，震
撼人心。

视频中景象惨烈，记录着台风的无
情；舞台演出动人，讲述着海南人民的不
屈与坚强；现场捐款踊跃，那是对爱心和
真情的生动注解。

一次次举起的捐款标牌、一笔笔充
满爱心的捐款，记载下社会各界的深情
大爱。这一刻，我们心手相连，这一刻，
我们都是一家人！

赈灾义演不仅道出了全省人民不畏
天灾、重建家园的心声，也将全省人民紧
紧地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鼓舞和激
励着每一个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尽己所能，用实际行动为受灾群
众送爱心，送温暖。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就一定能赢得抢险救灾和灾
后重建的伟大胜利！

风雨同行
心手相连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彭青林

24日下午2点半，海南广播电视总台1000平
方米演播厅内人头攒动。导演、灯光、音响、舞美、演
员……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疲惫，但责任却驱使他
们为准备赈灾义演晚会快点、快点、再快点。

“总导演谷佳潞这三天总共睡了不到6个小
时。她太累了。”说这句话的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
频道总编室主任哈图，又何尝不是满身疲倦，布满血
丝的双眼几乎一刻也不敢挪开舞台，偏偏口袋里的
电话又响个不停。

20日晚上11点，哈图接到参加紧急会议的通
知，内容是筹办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晚会。

“满打满算，我们也只剩下三天时间，千头万绪
的事情都需要落实。”当晚，在敲定了晚会的总体策
划、包装、撰稿后，哈图又在凌晨1点回到综合频道
办公室，与同事一起细化工作。这一谈就是一个通
宵。

“因为有去年为热带风暴‘海燕’紧急开展赈灾
晚会的经验，很快，第二天中午拿到省委宣传部修改
指导意见后，我们就将完整的晚会框架、基本内容定
了下来。”令哈图振奋的是，海口市艺术团、南海明珠
艺术团等艺术团体一听说是为赈灾举办义演晚会，
都不讲任何条件，迅速投入节目的创作、排练中，而
陈楚生、孙兴、顾莉雅等琼籍艺人更是早有回乡赈灾
之意，与邀约不谋而合。

“现在的感觉就是又累、又饿，可是做媒体的，早
已经把这当成了工作的常态。”三沙卫视主持人小乔
刚刚完成彩排，她参加的是由电视台主持人和在抗
台风一线记者共同参与的合唱《心心相连》。她告诉
记者，他们昨天早上9点半进棚录音，凌晨1点半方
才完成，今早8点又到场待命。

“台风当天，我们在一线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
的直播。办公楼的玻璃被风吹破，可我们的工作
却未曾中断。”这样的经历，让小乔和同事们对台
风给海南带来的伤害更有感触：“唱起这首歌，我
们内心很是激动，重建家园的渴望和信心全都写
在了里面。”

据了解，为高质量完成这台晚会，鼓励各界踊跃
捐款，活动主办方动用了所有力量，打破媒体界限，
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动，并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
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广发“征集令”，将社会各界的
目光聚焦于此。

哈图介绍，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此次晚会的
绝大部分节目都是最新创作、排练的，这三天三夜对
于每一个演员和工作人员而言，都是一次重大的考
验，也将是难忘的经历。

“舞蹈演员为了完善节目，边排边练边修改，没
有一丝的松懈。”晚会舞蹈总监、海口艺术团团长蒙
麓光告诉记者，参与演出的部分演职人员家里也遭
受了超强台风的侵袭，但没有一人请假回家探视，这
种敬业精神非常令人感动。

“不眠不休，只为了这颗赤子之心。”回顾这几
日的辛劳，哈图动情地说，“这台晚会的核心是募
集赈灾款、弘扬正能量。这几天里，每个为晚会顺
利举行付出艰辛努力的人，都是一颗满怀正能量
的种子。”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3天时间，全媒体联动，多社团参与

百余人日夜不休
筹备晚会

乡情

幕后
短 评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彭青林

“海航集团，3000万元”、“海南农信
社1100万元”、“阿里巴巴集团1000万
元”……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欢呼声一
阵接着一阵。在今晚举行的“我们风雨
同行”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
会上，60余家企业代表依次亮相，将凝
聚企业正能量的善款送上舞台。

在他们身后，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心
企业和个人在为支援海南救灾贡献力
量。截至晚会结束，共筹得善款2.4398
亿元人民币。这些滚烫的爱心将如阵
阵暖流涌入灾区人民心中。

扎根海南，必要反哺海南

这几天，走在海口街头，经常可见
身着红色T恤的“海航志愿者”顶着烈
日，扶起倾倒的树木，运走成堆的垃
圾。海航集团为了支持海南灾后重建，

派出 3000 余名员工走上街头清扫卫
生。今天晚上，海航集团又来到现场，
献上30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区。

“海航集团在此次台风中受灾严
重，初步统计，仅美兰机场一处损失就
高达数千万元。”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总裁助理童甫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海
航集团同样身处灾区，才更能理解台风
给海南带来的巨大创伤。

海航集团还承诺，凡是有民政组
织、慈善机构等要往海南运送物资，均
可提供免费承运。前几日，中国红十字
会的28吨救灾物资，已在海航集团的帮
助下陆续抵达海南。

“海航集团扎根海南，必将反哺海
南。一直以来我们关注海南发展，大灾
当前，更是义不容辞。”童甫表示，海航
集团已经为灾后重建投入了巨大力量，
仅清扫城区一项就出动了土方车及大
货车共20辆、50辆小卡车和50辆小拖
车等，“我们还将视救灾进展情况，继续

跟进支援。”

农民的事，就是农信社的事

“这1100万元，代表着我们全体农
信人对灾区农民的拳拳爱心。”小心翼
翼地捧着捐款牌匾，省农村信用联社主
任利光秘像是捧着沉甸甸的责任与重
托，“我们希望，能把这些钱送到灾区人
民手中，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
园。”

在此次台风之中，我省农业、渔
业和养殖业遭受严重打击，省农信
社 的 干 部 职 工 看 在 眼 里 ，疼 在 心
上。要知道，千万个遭受产业“灭顶
之灾”的农户中，有不少是省农信社
的贷款户。

“1100万元对于省农信社并不算
一笔小数目，其中 100万元还是员工
自发捐出的善款。但我们是服务‘三
农’的企业，又是海南唯一的一家本土

银行，对海南受灾农民感同身受，理应
全力以赴支持农村灾后重建和农民恢
复生产。”利光秘告诉记者，在18日台
风刚刚登陆不久，他就接到了省农村
信用联社董事长吴伟雄的电话，要求
第一时间拿出10亿元，预备发放救灾
贷款。

灾后几天来，省农信社工作人员走
村串户，主动上门，将救灾贷款为受灾
农业企业及农户一一送去，并提供贷款
利率优惠。截至目前，省农信社发放的
救灾贷款已达16.8亿元。

阿里人，做公益自然而然

“在得知海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
居民因为台风灾害而流离失所，风餐露
宿时，阿里巴巴集团在7月22日宣布投
入1500万元救助，次日又宣布紧急追加
500万元。”今天，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合
作发展部资深经理李姗姗特意飞抵海

南参加赈灾晚会，就为了将善款亲手交
到海南人民手中，“这1000万元赈灾款
是定向捐赠给受灾最为严重的海南省
的。”

李姗姗介绍，除此之外，阿里巴巴
集团还启动淘宝的平台力量，在22日凌
晨连夜搭建爱心众筹平台，以互联网的
力量和速度，联合媒体和公益机构启动
中国第一场社会化的互联网爱心众筹
——“迎南而上”淘宝海南救助行动，并
向全社会承诺，用户花1元购买物资，淘
宝就同比例补贴1元。

“当晚8点不到，10万瓶矿泉水、
10 万碗方便面、10 万盒饼干就已筹
资完毕。其中最快完成筹集的矿泉
水，高峰时每分钟筹集200瓶。”李姗
姗说。

“阿里是群有情有义的人组成的公
司，公益对于阿里而言，是一件自然而
然的事。”李姗姗说。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企业个人踊跃捐资，为支援海南救灾贡献力量

海南，与爱同在

图为海南籍歌手顾莉雅演唱歌曲
《相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省7·18超强
台风赈灾义演晚会，今
晚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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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歌舞《爱在天地
间》。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爱在天地间

图为海南籍歌手陈楚生演唱歌曲
《与你同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温 暖

7月24日，参与抢险救灾的工作人员来到赈灾
义演晚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7月24日，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
会在海口举行。图为现场观众为文昌救人青年符传
道的事迹感动落泪。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捐款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彭青林 李佳飞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
海南，给这个原本风光迤逦的热带海岛
留下满目疮痍。泪水，自那天起在琼州
大地肆意横流。

今天晚上，“我们风雨同行”海南省
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在海口举
行，这滚烫的泪水终于能将每一颗经风
历雨的心灵温暖，拥抱。

泪水，是强风中不屈的精神

晚会一开始，纪录短片《危情时刻》
和情景舞蹈《风雨中》，似乎把观众又带
回了18日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超强
台风、17级、60米每秒，在大自然的威力
面前，人是很渺小的。然而有那么一些
人，在风雨中的身影却可以很伟岸，因
为他们有不屈的精神。

晚会上，一个又一个讲述者，把人
们带进了风雨中的精神世界。

在台风中开辟道路的养路工人，
被大风吹得身体扭曲仍然扛着摄像机
拍摄的记者，奋战6小时打通65公里

转移道路的部队官兵……我们被勇气
激荡。

不断接听被困车主电话的电台主
播，收留人们遮风避雨、充电洗澡、送上
热水热饭的商家，救护临盆产妇的消防
队员……我们被温情暖心。

电网职工代表钟为锦眼含热泪说，
就在现在这个时候，正有几千名省内外
电网职工在紧张抢修电力设备。“请大
家放心，全体电网职工一定会尽最大努
力，把所有电力设施抢修好，尽快恢复
供电。”

泪水，是人们对英雄的礼赞

在播放了抗灾英雄——文昌市罗
豆农场南洋村青年符传道的事迹视频
后，他的母亲、姐夫及所救的村民代表

颜阿姨被请到台前。可是，还未来得及
开口说上一句话，台上的三人便已抱头
痛哭。

“我多么想用我的命，去换回他的
命！”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沙哑的嗓音，
是颜阿姨日夜呼唤符传道留下的痕迹，

“我的眼泪，是不舍，是痛苦，更是感
激！”

人群里，声声饮泣。郭起森、林维
勇、符传道、庄华吉……这些注定镌刻
于海南历史的名字在演播厅回想，振聋
发聩。“不能在英雄离去之前向他致敬，
只希望他们一路走好。”海口市民刘毅
龙擦着通红的双眼，“感谢他们在大灾
之中带给我们的激励，我想说，你们舍
不下的家人，由海南890万人民来替你
们照顾；你们未完成的心愿，由海南890
万人民来替你们完成！”

泪水，是爱河在无尽地奔腾

晚会临近尾声，主持人宣布共筹得
善款2.4亿余元时，现场观众的掌声如
雷，受灾群众代表的泪水饱含感激。

其实，早在台风来袭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我省各界就开始了自发的捐
款、募捐活动。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干部职工率先垂范，省直
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紧随其后，社会
组织、慈善机构、爱心企业和个人赢
粮景从！

在一笔笔救灾款项中，我们看到，
国家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员办事处在海
南工作的 65名干部职工也自发捐出
2.39 万元，将爱心洒向他们为之奋斗
的热土；尽管同样受灾严重，直接经济

损失达数千万元，海南矿业仍然联手
复星公益基金会、海南亚特兰蒂斯商
旅发展有限公司向省民政厅捐款500
万元人民币，不忘海南哺育之恩……

晚会结束了，但对抗灾害、恢复重
建的征程才刚刚开始。每一具不知疲
倦的身躯之下，是为灾区人民坚强搏动
的赤子之心。

“这场精彩的义演晚会和筹集到的
众多爱心捐款，充分体现了海南890万
人民团结一心、风雨同行抗击超强台风

‘威马逊’的正能量。”晚会结束，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许俊不禁感慨，“相信在省
委、省政府的带领下，海南全省上下众
志成城、努力奋斗，一定能够夺取抗风
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最后胜利，把海南建
设得更加美丽。”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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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滴眼泪的背后，都是力量

7 月 24 日，赈灾义演晚会上演员们在表演
歌舞《还有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