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璀璨的流星在青春的天
幕瞬间划落，却为灾难中新生
的 土 地 留 下 一 片 光 明 。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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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温情

入选公众投票的作品及编号

3 4 5 6 7 8 9 101 2

海南省农业厅5月23日-6月23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共收到应征作品84件。近日，省农业厅组织人民网、新

华网、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台、南海网、海南特区报、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及省农业厅相关处室、单位等专家组成评选组对应征作品进行评

选，按票数高低选出10件入围作品。现将10件入选作品进行公众评选，根据网上投票结果，结合专家评议，省农业厅将确定1件作品为“海

南名牌农产品”标志。公众评选活动时间2014年7月25日-8月25日。投票方式如下：

一、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 ，进入“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专题，在十件作品中选择您支持的一件作品，点击“投票”即可。

二、登录阳光岛社区(http://nanhai.hinews.cn/)，进入“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专题，在十件作品中选择您支持的一件作品，点击

“投票”即可。

三、登录南海网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u/2355965410)，同时可以登录南海网微信平台及手机客户端平台进行活动参与。

海南省农业厅

2014年7月25日

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设计
入围作品公众评选活动启事

标志创意说明
为体现海南品牌农产品标志，以无

污染、精致优质为主题。在总体造型设

计上注重食品安全氛围的营造，分别融

入了椰树、岛屿、海水、稻田等元素，色

彩以绿色为主色调，橙色为辅助色，传

达本土特色，体现了海岛农业力争保护

自然生态与食品安全的韵意。标识整

体高雅美观，寓意深刻，有较强的视觉

冲击力，实现了农产品整体形象提升，

便于识别记忆和推广，适合长期在各种

媒介上传播。

标志创意说明
为体现海南品牌农产品标志，以无

污染、精致优质为主题。在总体造型设

计上注重食品安全氛围的营造，分别融

入了岛屿、稻田、海水等元素，色彩以绿

色为主色调，橙色为辅助色。传达本土

特色，体现了海岛农业力争保护自然生

态与食品安全的韵意。标识整体高雅

美观、寓意深刻，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实现了农产品整体形象提升，便于识别

记忆和推广，适台长期在各种媒介上传

播。

标志创意说明
此标志呈圆形，湛蓝如洗的天空、

洁白飘逸的云朵、迎风招展的椰树、山

海环抱的田畴等元素的组合，展现出一

幅绿色生态的自然场景，这正是海南名

牌农产品原生态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

了海南名牌农产品的“绿色、环保、生

态、健康”。

“阳光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映

证海南农业绿色、健康、优质、无公害。

本设计的元素运用恰当，寓意深

刻，突显了海南地域特色，是海南名牌

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

的重要标识。

标志创意说明
海南地处热带，年光照时数

l832—2558小时，年均降雨量1600毫

米，素有“天然大温室”的美誉，而且由

于冬季光照优势是国家冬季“菜篮子”

因此本次的标志设计主要突显海南热

带天堂的形象，

让观者感受到海南无与伦比的自

然优势。

标志创意说明
标志以海南农庄的地形特点和结

合海南独特的地域特色作为设计元

素。碧海蓝天、椰树海韵、阳光一一海

南优质的自然环境，从而体现出海南农

产品具有独特的品质：绿色、安全、优

质、无污染。

椰树、五指山既是海南环境特征的

代表，突显了“海南”。使标志具有独特

性和唯一性。

标志采用了象征性的畜产品：文昌

鸡、屯昌黑猪和园艺相结合，体现了海

南名牌农产品的多样性。

标志中的四颗五角星象征着“海南

名牌农产品”脱颖而出，并带动着海南

企业不断创新、争创名牌农产品的含

义。四颗五角星正好吻合“四星级”的

概念，在表达品质的同时，寓示着通过

海南名牌农产品战略的推进必将会带

动海南经济的腾飞。

标志以绿色为主色调，单纯、强烈、

醒目。适合各种视觉传播。

整体造型采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

章样式，形象直观地表达了海南名牌农

产品品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标志创意说明
为体现海南品牌农产品标志，以无

污染、精致优质为主题，在总体造型设

计上注重食品安全氛围的营造，分别融

入了红日、岛屿、稻田、海水等元素，色

彩以绿色为主色调，橙色为辅助色，传

达本土特色，体现了海岛农业力争保护

自然生态与食品安全的韵意。标识整

体高雅美观，寓意深刻，有较强的视觉

冲击力，实现了农产品整体形象提升，

便于识别记忆和推广，适合长期在各种

媒介上传播。

标志创意说明
为标志以汉字“名”、海南首字母

“HN”为设计元素，突出了名牌核心主

题和地域特色；造型中融入了“椰子树、

麦穗、浪花”等元素组合构成。

椰子树，海南地标性植物，体现出

海南人文景观文化内涵；麦穗，代表农

产品；浪花，代表岛屿特征；标志图形高

度概括了“热带、岛屿、园艺产品、畜产

品、绿色、优质、安全”等元素；运用绿蓝

两基色，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高质量的美

感。

标志构图新颖大气，主题鲜明，内

涵丰富，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

冲击力。

标志创意说明
标志以圆形为整体；同时巧妙将海

南热带及休闲元素和蓝天大海相结合

．同时以线条表现形式重点突出肥沃

的土壤盛产出海南独特的优质热带农

产品。LOG0以生态绿色为主色调，辅

助色搭配黄色点缀，主题文字突出醒

目，标志设计很好展现海南热带农产品

地域特色。

标志创意说明
方案以海南地域特征与海南农产

品特色为设计理念，以名牌农产品“名”

字为视党形象，融入了热带、岛屿、椰

树、乌儿、海浪、手型、星星的等元素，突

出显著了海南地域文化以及海南名牌

农产品极具时代感的形象内涵。

汉“名”字直观的表达了海南名牌

农产品的特征，同时将热带、岛屿、椰

树、乌儿、海浪等元素融入其中，线条舒

展奔放优美流畅，优美流畅，突出了海

南、农产品特色。 “名”字中间一颗璀

璨的星星寓意着海南名牌农产品将致

力于成为东方大堤上一颗璀璨的新星。

绿色代表着生态、自然、健康、和

谐，寓意高效、发展和希望。

整体圆形寓意着圆满、完美。标志

简洁大气，寓意深刻，具有较强的视觉

冲击里和艺术感染力。

标志创意说明
标识以“海南、农产品”拼音首母

“HN、NCP”为没计元素巧妙构成“名”

字，图案融合农作物叶片、香蕉树叶、椰

树、海岸线、海浪、绿水、岛屿、鸟儿、稻穗、

海南猪(屯昌猪)、白莲鹅、椰子、香蕉、芒

果、莲雾、菠萝、绿橙、文昌鸡和黑山羊(东

山羊)等，表达了海南名牌农产品的特点

和中国唯一的热带省份海南独特而深

厚的人文底蕴和地域农业文化特色。

飞翔的鸟儿饱含着前进的动力和

气势，展现了新时期海南农民拼搏进

取、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以

及农业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广阔前

景。“名”字结构，代表名牌、名优，展示

质量可靠、同类产品中优秀代表等产品

信息，展示海南“品牌农业、品质生活”

的发展思路。

绿色渐变的图案鲜艳醒目、和谐亮

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肥沃与

希望、农业与生命，健康与繁荣、优质与

安全，饱含着丰收的喜悦和对“海南名

牌农产品”美好前景的憧憬。

标识设计简洁、构思巧妙、创意独特、

内涵丰富、表意准确、凝练美观，具有时代

感和艺术性，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有强

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较高的识别度。

文昌罗豆农场南洋村，村民符勇一天
里的多数时间，是失了神地坐在家门槛上，
头枕着门框，手心里攥着儿子符传道唯一
的一张小小照片，老泪纵横。

这位已过花甲的老人，在台风中失去
了唯一的儿子。他喃喃地对我们说，“我想
儿啊，我想用这把老骨头换回儿的命……”

乖巧也胆小，是村里长辈们对符传道
儿时的印象。小小少年在铺前上学时曾有
一次坐摩托车摔伤，他哭了，央求妈妈接他
回罗豆读书；怎会想到，长大后，面对肆虐
的台风，没有一丝恐惧和泪水，他义无反顾
地冲向暴风眼。

2014年7月18日，符传道成功转移了
南洋村16名村民，却在暴雨狂风中被洪水
冲走，不幸遇难。

26岁的符传道，就像一颗流星。老实、
平凡，还没走出过家乡，内心怀揣无数憧憬
的海南青年，在2014年夏天台风带来的骤
然黑暗中匆匆划过天幕。他的生命之火就
这样静静地熄灭了，却为这片灾难中新生
的土地留下了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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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刻的燃烧

一望无垠的稻田，过了热闹的收割时
节，剩下的是一片寂静。大海与稻田之间，
簇拥着一个小村落——南洋村。

这里的人们世代耕作，水稻、番薯是家
家户户的重要经济来源，贫穷，是这个村庄
尚未逃脱的底色。

因为靠海，农民们对台风的袭扰司空见
惯，没人会想到，7月18日的“威马逊”会像恶
魔一样撕扯大地，怒吼着要掳走人的性命。

那一天下午3时30分，台风在不远的
翁田登陆了，村里人恍然觉得这风和往年
大不一样，海浪滔天般地涌向村庄，凶猛地
倒灌进农家，似要吞噬一切。

“水越来越深，有力气的一些人爬上了
符传道四叔符琼家的屋顶，可老人和孩子
咋办？”村民符策生当时急坏了，而此刻竟
接到了符传道的电话。

“你们等在村口，我过来接老人孩子！
记得叫上我妈妈！”符传道电话中焦急地
说。当时在镇上的符传道知道了村里情况
危急，赶紧向朋友借了辆车回家接人，“村里
距镇上3公里，一切还来得及！”

第一次回到村口是下午4时多，父亲不
在村里，符传道接上母亲符霞和4名村民，
顶风艰难地驶向镇上。将母亲和村民放下
之后，又立即返回村里。此时，海水越涌越
深，不少村民战战兢兢，已不敢呆在屋里，都
在路边等着符传道回来。

“如果能到镇上就好了，只能盼着阿道
来救大家。”村民符星说。此刻，符传道成
了村民脱离险境的生命通道。

第二次返回村里，路边已聚满了等着
上车的村民，但车子一次只能载5个人，于
是，阿道先送了5名老人和孩子。第二次
到镇上时，南洋村路边的树木已开始被风
雨拦腰折断，房屋被掀了顶。符传道的母
亲符霞拉着他说：“儿啊，风太大，能不能不
要再去了，危险啊！”可符传道说，“阿妈，不
怕，我再去一趟，能多救一个就救一个吧！”

他又上车返回了村子。这一次，车里
塞进了6个人，其中有两名老人和两名小
孩，60岁的伯母颜为玲上了车，其他的有
同村伙伴符传茂、符方展。

离开村子的路上，符传道艰难行驶，前
方不远处依稀看见了镇上的房子，就在这
时，他刹了车。

靠着电线杆辨别路和方向的符传道看
见前方一根粗大的线杆被横向刮倒在路
上，车子说什么也过不去了。

“如果车不动，水漫进来，人被困在里
头，谁也逃不掉。”符传道心想着，他跟车上
的老人和孩子们说：“车开不了了，我们下
车手拉手往前跑，千万不能散，前边就是镇
了！”话音未落，车子开始被海水一步步推
向路边的稻田。

7人刚下车的一瞬，彼此紧握着的手就
被大风打散了。再拉紧，又被打散。

第三次，符传道一手拉住13岁的符传
友，另一只手要再拉颜为玲时，猛烈的强风奔
人袭来，符传道瞬时被洪水冲走了。

3个小时后，抓着稻草的颜为玲和其他
抓到东西的村民慢慢爬上岸边时，再没看到
符传道的影子。活着的村民跑到镇上去求
救，“阿道不见了！快救救他！”。

在镇上符传武家门口淋雨巴望着儿子归
来的符霞，听到这呼号，一下子瘫在了马路边。

舍不下的家乡

2天2夜。武警、村民和镇上出动了几
十人，最终在距离事发地1公里之外的水
田旁找到了符传道，而这找到的消息，对符
传道的父母亲来说是痛彻心扉的绝望。

没有了呼吸，符传道的脸被泥巴裹满，
四肢泡得发白，浑身肿胀，符霞不忍去认儿

子，她说，“这不是，这不是，我儿子浓眉大
眼，瘦瘦的。”可再看那身还在的衣裳，符霞
呜呜地恸哭起来。

南洋村西头狭窄的小巷里，符传道和
父母亲就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已二十
几年。父亲符勇兄弟4人，将祖辈留下的
一座房子隔开，每人分得一间。十几个平
方米的小屋不得不再次用木板隔开，才住
下了符勇一家4口。

地薄稻稀，光种田难养两个孩子，父亲
符勇早年就到海口的建筑工地打工，每月
回来一次；符传道的姐姐苗苗也去上海打
工，帮补家用。而打小懂事的符传道，深深
珍惜父母的不易，初中毕业后就到镇上，在
符传武的夜宵排档帮工，每月2000块钱，
但工作时间是傍晚到清晨，两眼常常熬得
像个桃核。

洪水退去，本已贫寒的家中，最值钱的
电视机、电动车毁了。符霞从里屋拿出了
被水泡过的塑料袋，打开了，里边装的都是
药，这是阿道买给母亲的，现如今符霞哪舍
得吃？几盒药成了她对儿子的全部念想。

20天前，符霞关节病复发，疼得走不
了路，符传道从镇上跑回来背着母亲到卫
生院去打吊针。

符霞对儿子说，“日子这么难，我这腿
病还拖累家里，我不中用啊……”

符传道说，“妈妈，我们穷是穷，但你不
要干那么多活，还有我呢！”

母亲泪流满面。
符传道四处打听，听说有种药能治关

节痛，价格不菲，他省吃俭用托人一次给母
亲买了4盒。

一个星期前，他还跟妈妈和回家来的
姐姐透露了个“秘密”：“我有女朋友了。”他
跟姐姐一起畅想过未来，“我们都赚钱，努

力盖座新房子，爸妈再不必这么辛苦了
……”

然而这一切，如今都没有了。一个个
有关幸福的温暖想象，都化为泡影。

“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们的命。”颜为
玲、传友、传茂、方展，一个个获救的乡亲这样
说。而救人，阿道并不是第一次，台风有一年
曾导致湖山水库大水漫延，顶风冒雨把乡亲
从村里送出去的，也是阿道。

同村的“小兄弟”符方展与符传道一起
长大，一同外出打工。“小时候看到村里人
辛苦种田，收成却总不是那么好，阿道与村
里几个小伙伴有一个‘约定’，那就是不管
在外面多难，每月都要拿出一点点钱或买
些东西给村里的阿公阿婆。”

发起这个“约定”的那一年，符传道9岁。
我们走访了一位位村里的老人，证实

着伙伴们的记忆。“他很乖的，没有人不说
他好。”70岁的阿婆符若兰说，“阿道常常
从镇上带好吃的，每次见面问‘伯母啊，吃
饭没有啦？’很有爱啊！”而一些村民也对记
者说，“很多年了，家里的老父母亲没少受
符传道的照顾，有时那孩子还偷偷给老人
塞一二百块钱。”

“孩子，我们回家”

有如从前一样，符传道最终没有离开
他所挚爱的土地。

“儿啊，我们到家了。”符霞喃喃自语。
20日，符传道在村里下葬。获救的13岁孩
子符传友的父母亲赶来了，颜为玲阿婆赶
来了，一群又一群乡亲赶来了，在他的墓
前，深深鞠躬……

“阿道为了全村人能躲避这台风而献
出了命，我们恳请政府追认他见义勇为的

称号。”南洋村民们纷纷诉说着。
罗豆农场的小镇通往南洋村的那条

路，如今海水退去，被清理得很干净，一辆
辆救援车、物资补给车、志愿者的服务车队
在路上穿梭。

7月23日，海南日报及报业集团旗下
媒体报道了符传道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
引发巨大反响。

省委书记罗保铭读后为之动容，对符
传道等抗风救灾英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

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也不断地涌向这
个贫弱之家。

在了解符传道的事迹和家庭境况后，
陆续有爱心人士及企业代表自发前来符家
看望。海南日报、文昌现代集团、工商银行
海南省分行纷纷送来了慰问金和生活必需
品。文昌市委、市政府决定倾力帮助这一
处在困难当中的家庭，表达灾区人民对符
传道家人的深深敬意……

13岁的符传友说，“我的哥哥，他想盖
一间房，想学做糕点，他还有很多很多梦
想，他实现不了，以后，我的理想，就是帮他
实现生前的愿望。”

这话语，透着忧伤，浸染着人们的
心底。

符传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海南青年，
平常得就如海边的一块砂砾、山上的一棵
小草。然而，就是这般如石子如小草的人，
在灾害来临的大难时刻，迸发出惊动天地
的力量！

忘却生命的奉献，涌动着人类最本真
的情感，那是琼岛不枯的河流！

阳光下，小村静静的，南洋田上枯草的
缝隙中，有一棵小小的绿色的植物已经拱
起，它那么灼目，它绿得发亮……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杜颖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张俊 麦娟娟
实习生 林诗婷

他再也不能陪女儿吃菠萝蜜了！
他也没能等到第二天东山供电所148

个台区恢复供电！
海南电网公司总法律顾问温和，他的

生命骤然停顿在7月23日晚，年仅46岁，
他已与台风“威马逊”连续奋战了6天。

而他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这天晚上
的7时46分，询问海口供电局企管部主任
詹国英：明天的工作有什么困难？

温和最后一次和詹国英通完电话后，
后者后来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当时
还感到奇怪，工作电话温总很少耽误
的。”一直跟随温和在现场抢修的詹国
英回忆。

彼时，南方电网公司从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电网公司，广州、深圳供电局等单
位抽调的7000多人、800多辆车辆，正与
海南电网4000余名电力抢修工人会合，
在海口、文昌等台风灾区开展抢修复电大
会战。

18日，温和一早来到公司忙碌。下午

3时，台风来袭，温和和其他领导一起，开
始了忙碌的应急指挥。在温和身边工作的
海南电网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助理游福兴
说，那时温和忙碌的背影，像一幅画一样定
格在他脑海里，无比清晰。

19日凌晨一两点，温和突然叫上司机
一起到海口市白龙路、和平路一带查看灾
情。通宵工作后，19日白天，在应急指挥
中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温和又去国兴大
道一带查看电力设施损毁情况。直至深夜
他才离开公司。

20日，温和又早早来到公司上班。次
日，海南电网实施领导一线指挥、分片负责
制，温和被安排负责海口供电局东山供电
所抢修督办协调工作。中午，参加完紧急
会议，温和立即带队赶往东山供电所辖区

的东山、遵谭两镇，看到电力设施受损严
重，施工困难重重，复电的心情更急迫。

东山供电所现有的20多人远远不够，
温和对供电所所长说：“你要多少人，多少
物资，我来协调。”随后，温和打电话协调
海南儋州、广东电网公司支援抢险队参与
抢修。

22日上午，激动的村民看到领导来
了，急切地询问：何时能来电？温和耐心地
向村民解释抢修的进展、面临的困难、大致
复电的时间。“他工作起来很急，但对群众
不急，沟通能力非常强。”詹国英评价。

温和在现场指挥工作，边踱步边在电
话中急切地询问抢修队：到底什么时候
到？一旁的群众看出温和是真着急，疑虑
也打消了，还为抢修队拿来水和食品。

“下午，看到10千伏遵谭线昌旺支线
74号杆倒在水田里，到达事故点要过一条
水渠再过一片水田，他也跟我们一起去。”
说起这段，詹国英一度哽咽说不出话来。

温和患有高血压需要吃降压药，不过
很多同事并不知情。“后来我知道，在现场
的头两天，他忘了带药。”海南电网法律事
务部主任焦培新说。

当晚回市区的车上，温和第一次对游
福兴表露出“有点累了”。超负荷带病工
作，硬汉终于有点撑不下去了。

23日上午，同事注意到，温和脸色不
太好。彼时，他在省公司协调应急抢修物
资、人员到位等情况。

中午，他打电话给在东山现场督办的
焦培新要求：“今天一定确保90%通电，不

要拖后腿”。焦培新说，温和一天光和他就
通了五六次电话。

晚上11时，詹国英打通游福兴的电
话，被告知：“温总正在抢救。”

“我脑子嗡一下，完全不敢相信。”詹国
英万分后悔：早知道当初应力劝温和不要
跑现场。

能够告慰温和的是，截至24日下午，
东山供电所共辖150个台区，已经有148
个台区恢复供电，所有行政村恢复送电。

“抢修复电后回北京，带女儿到海口
来度暑假。”温和最后的愿望永远也无法
实现了。

由于调到海南电网工作才一年多，温
和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外地。“在抢修回来的
路上，他特意在村口买了两个菠萝蜜，打算
带给女儿，可惜他自己永远也吃不到了！”
詹国英在接受采访时，数度痛哭失声。

“温和确实温和。”这是同事对温和的
普遍评价。

“他有时会鼓励我下基层锻炼，全面掌
握相关法律知识。”游福兴说。

“他甚至会给字斟句酌地给我们改
稿。”海南电网新闻中心主任助理邱宇说。

风息雨止。带着对海南及电力事业的
深深热爱和眷恋，温和倒在了抢修复电最
前线。每当暮色深沉、万家灯火渐次亮起
的那一刹那，人们深知，正是千千万万个温
和，给人们驱走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给众
生点亮了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心灯不灭 点亮光明
——追记海南电网公司总法律顾问温和

7月23日，在连续六天参与指挥协调
抢修复电后，海南电网公司总法律顾问温
和（左二），因过度劳累致心脏病突发，经抢
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46岁。

海南电网公司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