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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重建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翁朝健
特约记者 许环峰

62岁的徐国林清晰地记得，那天他
硬挺到已经起风，多个鸡棚被强风一点
点撕碎才走的。

这个辛苦了一辈子的文昌市锦山
镇花园村委会北坑村村民反复念叨，要
不是村委会的领导们一再来电话叫自
己跑，他真想守着鸡棚挺下去！

“30多年的积累，一场风就没了，至
少损失了80万元。27个鸡棚，打得一个
不剩。我还有1000多棵胡椒，1000多
棵橡胶，这次也没了……”老徐黝黑的脸
上眉头紧锁，却看不到一丁点眼泪。

这几天，在文昌，天天忙着掩埋死
鸡的，并不只是老徐一个人。

7月21日至23日，本报记者连续3
天奔赴文昌各乡镇，感受超强台风“威马
逊”给文昌鸡产业带来的伤痛，感受这片
苦痛的大地上积蓄的一股不屈的力量。

60天龄牧养鸡几乎全覆没
养殖户叹“一夜回到解放前”

“威马逊”肆虐离琼后，如果驱车到
文昌抱罗、锦山等海南文昌鸡养殖规模
较大的乡镇，你一定会惊叹于乡间公路
两旁的景象：小叶桉、木麻黄等树，或集
体被腰斩，或拧成麻花状，或枝桠分离
……徐国林感叹，风力之大平生罕见。

老徐的砖结构的看守鸡棚的小屋倒

塌，屋里堆放的价值4万多元的文昌鸡饲
料，还没用多少就泡了雨水发了霉。

如果没有这次劫难，老徐的27个鸡
棚里，除了卖掉的一小部分外，还有14
个鸡棚里养了近5万只文昌鸡。现在，
不到2000只。

7月22日，在锦山镇友利达种鸡场，
记者看到了悲惨的一幕：每个投资上百
万元的5个自动化种鸡棚，全被摧毁，剩
下扭曲变形的钢铁架子，一片狼藉。

这不是场主陈武心痛的全部。他
带动锦山文昌鸡养殖户80多户，成立了
文昌鸡专业合作社，除了投资上千万元
兴办种鸡场外，还指导养殖户们在海边
养了260多棚的文昌鸡，台风前230多
个棚存栏约80万只文昌鸡。

“因为手机信号不好，有些养殖户
联系不上，好多地方倒下的树还没有清
理，具体损失的数量还无法计算。不
过，海边的风力更大，树都全趴下了，鸡
棚还顶得住？可以肯定，60天以下的牧
养鸡基本是全军覆没。真的是‘一夜回
到解放前’。”陈武无奈地说。

陈武说，今年的文昌鸡价格回升到
近年最好水平，出栏母鸡的收购价超过
10元/斤，大家都想大干一场，却遭遇了
罕见风灾。

“锦山是文昌鸡养殖重镇，全镇有
17家文昌鸡种鸡场，650多家养殖户，
2700多个鸡棚，存栏量900多万只，这
次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锦山镇党委书
记黄湃告诉记者。

位于抱罗镇的传味文昌鸡产业有限
公司，是“公司+农户”文昌鸡养殖的大
户。总经理林鹏告诉记者，全公司174
万只存栏文昌鸡，死亡超过120万只。
林鹏计划总投资2000多万元建设的12
万只种鸡场，也在这次风灾中严重受损。

废墟上崛起新希望
深埋死鸡，抢修鸡棚，重新育苗

7月18日那场风雨，一定和着文昌
鸡养殖户们的泪水。

但，风雨稍停，他们又擦干泪水，靠政
府支援和自己雇来的挖掘机，甚至靠自己
挖坑，掩埋死鸡，做无害化处理。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林哲敏提醒，当前对死鸡做无害化处理
时要穿上水靴，戴上手套、口罩防止感
染疾病；要对鸡舍进行及时修复和清
理，对环境进行清洁消毒；要对幸存存
栏鸡加强免疫预防，增强饲料营养，提
高鸡的抵抗力；雨淋发霉的饲料，决不
能再给鸡吃。

在养殖户中，陈贻铭的行动应该算
快的。这个锦山镇青年，在重灾区翁田
镇和离家不远的锦山镇古湖村也养殖
了75个鸡棚的文昌鸡，其中20多万只
文昌鸡也被毁。

陈贻铭没有气馁。他第一时间买了
5把电锯，在20多个工人帮忙下，完成了
死鸡尸体处理和环境初步清理。7月22
日，他已经托人在广东买到了1000捆沥
青纸；7月24日就将着手进行第一批临
时鸡棚的建设。此前，他已经靠自己的
发电机，租用民房培育了1.8万只鸡苗。

记者调查发现，和一些农户用薄
木搭设鸡棚不同的是，传味公司指导
养殖户搭设的鸡棚，几乎全部是拱形
钢管制成，遭受风灾后，约三分之二的
钢管仍可利用。林鹏组织了专业人
员，在文昌6个文昌鸡养殖业发展较快
的镇设立了技术服务站，帮助养殖户
重建鸡棚。“到7月22日，家里房子没
塌的养殖户，已经有三分之一基本建
起来了。”林鹏说。

无论是自己干的徐国林，还是选择
“公司+农户”模式的友利达、传味公司及
其加盟养殖户，都在寻求不同程度的重生。

文昌鸡振翅重飞应有时
文昌投入2000万元扶持种苗

“风灾之后，许多朋友给我打电话
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明年春节我们还
有正宗文昌鸡吃吗？”龙泉集团总裁邢
益师一脸凝重地对记者说。

海南人过年有“无鸡不成宴”的民
俗。邢益师告诉记者，正宗文昌鸡的出
栏，要求牧养期为110天至120天，笼养
的育肥期至少为50天至60天。以此推
算“倒计时”，留给养殖户们的时间不多。

邢益师认为，重振文昌鸡产业，是全
体文昌鸡养殖户的共同愿望和追求。在
产量不可避免将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的情
况下，也正面临着难得的商机。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苗问题，要在
继续做好死鸡无害化处理的同时，尽快
修复鸡舍，尽快恢复鸡苗的供应和肉鸡
的存栏。”7月22日，到文昌锦山等地就
文昌鸡产业受损等开展专题调研的省

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告诉记者。
邢益师及多位养殖企业负责人也

认为，保苗是当前第一重要任务，确保
重点种鸡场水电供应非常重要。如果
一个月之内，鸡苗无法分发到养殖户手
中，春节前实现文昌鸡养殖业复苏将成
为空话。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强烈的呼
声：无论是走“公司+农户”路线的龙头公
司和企业，还是养殖大户和个人，都蒙受
了巨大的损失，许多企业和个人，确实将
半生积累都搭了进去。大家希望无论是
政府还是银行，能考虑通过补助或贴息
贷款等方式，帮养殖户走出困境。

文昌市畜牧局局长陈吉夫告诉记
者：去年文昌鸡出栏数为4538万只，总
产值16.6亿元，占文昌全市畜牧业总产
值的62%。由于饲养配套技术相当成
熟，如果扶持得力，重振文昌鸡产业速
度完全可以加快。

7月23日上午，文昌市委书记裴成
敏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文昌市将在今
年财政预算拨付的文昌鸡品牌产业基
金1000万元用于文昌鸡种苗扶持的基
础上，紧急追加1000万元作为文昌鸡种
苗扶持资金，并积极汇聚各方力量，争
取早日恢复文昌鸡产业元气！

在灼人的烈日下，路两旁被台风摧折
的树木影像，和文昌鸡养殖户的坚韧眼
神，成为灾区之行记者难以挥去的记忆。

有这股不屈的力量，有这样不屈的
人民，相信这场风灾，会成为文昌鸡产
业重生的新契机，海南“四大名菜”之
首，永远不会“缺席”！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威马逊”重创文昌鸡产业，养殖户们掩埋死鸡清理鸡棚重新育苗，苦痛的大地上积蓄着一股不屈的力量——

文昌鸡，风雨之后谋重生

7月23日，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干部协助渔民修补好被台风打
坏的渔船后，合力将渔船下放大海准备恢复作业。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7月24日晚，记者在金盘路一处
高楼上拍摄的灯火通明的海口市区。
截至昨晚，海口市管的248条道路已
实现90%的道路亮灯。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郭辉 摄

城市亮了

渔船下海

本报定城7月24日电（记者赵优 邵长春）41
年不遇的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我省。为尽快恢
复生产，减少损失，今天下午，副省长陈志荣带队前
往定安调研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陈志荣一行走访了定城镇大底花
卉基地、龙州洋常年瓜菜基地及新竹镇南华综合
养殖基地等多个受灾严重的村镇，慰问受灾群众，
调研生产恢复工作。

据了解，该基地近5万株红掌受损，加上挡
雨棚，损失达90余万元。据统计，定安县农业
受灾严重，经济损失4.4亿元。目前，相关部门
及群众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抢
种晚稻。

陈志荣肯定了定安在防灾阶段取得的成绩，
指出定安县委、县政府在抗击台风工作中，领导有
力、提前预案、行动迅速，防风抢险效果有目共睹，
同时在短时间内供水供电恢复道路，群众积极自
救，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工作值得肯定。

陈志荣强调，下一步定安要查清灾情，加大帮
扶救助力度，特别是瓜菜种植及畜牧养殖方面，帮
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为接下来几个月海口
市场的稳定供给作出贡献。

省调研组赴定安
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叶彬 马万友）超强台风“威
马逊”过后，一批救灾物资及支援人员陆
续入岛，为此，粤海铁公司自琼州海峡复
航后开辟了“绿色通道”，对从粤海铁北
港入岛的救灾物资及支援人员运输，做
到随到随运。支援人员免乘船过海费
用，运送救灾物资车辆过海费给予优惠
（按小车标准收取）。

据统计，从7月19日至今天，共有
1176辆抢险救援车辆及3980余名支援
人员顺利从粤海铁路北港码头安全运达
粤海铁路南港码头。 据了解，“绿色通
道”将延至7月27日止。

粤海铁开辟“绿色通道”

支援人员免过海费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吴婷婷 实习生周川又）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了解到，受强台风“威马逊”影响，我省部分
市县建筑工程受损严重。省住建厅今天下发通
知，要求各市县加强建筑工程复工前质量安全管
理，严防次生事故的发生。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立即开展台风过后的建筑
工程复工检查，重点抓好深基坑、建筑起重机械、
临时工棚、围墙、脚手架及模板工程、临时用电、建
筑机械设备、排水系统等方面的检查。

省住建厅通知要求：

建筑工程复工前
要加强质量安全管理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张中
宝 通讯员张梦真）记者今天从海南罗牛
山食品集团获悉，该企业在台风“威马
逊”期间保障海口市场的猪肉供应，目前
日均供应量900头，能满足市场需求。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企业猪肉供应占海口市场猪
肉供应的50%，而且，罗牛山自有销售网
点严格按照公司的价格执行，不允许私
自提价。

罗牛山确保
猪肉供应充足
日均供应量占海口市场一半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记者况昌勋）今天下午，
副省长李国梁、王路赴海口市、文昌市实地考察调研
供水供电抢修情况，了解水电恢复情况，询问抢修存
在问题，并慰问了支援我省的外省电网职工。

李国梁、王路一行先后前往海口市长流镇、文
昌市翁田镇、锦山镇、昌洒镇就乡镇供电供水问题
进行实地考察。现场察看了长流镇康安、式金两
个供水困难村的供水设施，翁田镇供水厂、锦山镇
供水厂，以及翁田镇、昌洒镇供电抢修现场。

“威马逊”致使海口市、文昌市大面积停水停
电。截至7月24日12时，海口市主城区及郊区、
文昌市主城区及郊区均已恢复供电，部分乡镇也
陆续恢复，还未恢复的今晚将全部配备发电机进
行发电。供水方面，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03.8万
受影响村民用水正常，还剩5.9万村民只能使用
自家以前的水井。

考察后，李国梁、王路对各部门干部职工全力
抢修水电供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支援
海南的外省电网表示感谢。

李国梁、王路要求，电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电通才能水通，才能让农民恢复生产生活。要想
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措施，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
供电。同时，抢修人员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做好
防暑降温工作。海口市、文昌市政府对电未恢复
的村镇，要抓紧购买移动发电机或靠自备发电机
发电供水，优先解决人口密集的行政村和不通电
不通水自然村的供水。

省政府调研海口文昌
供水供电抢修情况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陈怡）
为了全面推动金融支持救灾工作，今天，
由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银监局、
海南证监局、海南保监局、省金融办5个
部门联合发文的《关于金融支持海南灾
后重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
式印发。

《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
大对灾后重建中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以及道路、桥涵、电力、供水、通信等基
础设施的信贷支持力度。各涉农金融机
构要积极发放农民小额贷款，不得设置
贷款规模限制。各市县政府农民小额贷
款贴息牵头部门对确因受灾不能按期偿
还的农民小额贷款给予财政贴息。

在流程方面，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建立受灾企业贷款绿色通道，并给予适
当的利率优惠。妥善安排好受灾企业和
农户的贷款归还工作，不得因为灾情延
迟发放或提前回收贷款，对确因受灾不
能按期偿还的各项企业和个人贷款，可
适当延长还款期限。

我省出台金融政策紧急“输血”

受灾企业和农户
还贷可适当延期

来自灾区一线的报告

为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
法律法规，就台风灾后加强消防安全管
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村（居）委会
要组织消防安全检查，开展消防安全常
识宣传教育。

二、各单位要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自
查自改，及时清理垃圾等杂物，保证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三、各单位要对水浸变（配）电室、

电气线路以及电梯等用电设施设备进
行全面检修，临时电气线路应当按照有
关规范标准敷设。

四、各单位要及时修复受损的建筑
消防设施，并经专业机构测试确认完好
有效后，方可投入使用。

五、广大公民要全面检查家用电器、

插座开关以及电气线路，发现损坏或漏电
的，应请专业人员检修后方可使用。

六、广大公民要注意用火安全，不
得随意焚烧垃圾、枯枝树叶，不得高温
烘烤衣物、家具；使用蜡烛、蚊香等物
品，要做好防范措施。

七、全面检修燃气管道和接口，确
保完好；被水浸泡过的燃气灶具、液化
气瓶，应擦拭后通风晾干，严禁暴晒或

高温烘烤。
八、涉水机动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

车，使用或充电前应请专业人员检修。
发现火灾隐患或消防违法行为，请

及时拨打举报电话“96119”；发现火灾
事故，请立即拨打火警电话“119”。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2014年7月25日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台风灾后消防安全通告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实习生
周川又 通讯员曾艳）23日下午，记者在文昌市
岛东林场真正坡作业区看到，整片林地几乎都被
夷平，断枝残叶散落一地，大树被连根拔起，连林
中的电线铁塔也被拦腰斩断。林场职工吕兴芳
说，“这次台风太厉害了，林场几乎全毁了。”

21日岛东林场召开的各作业区灾情汇报会
上，两个作业区主任在汇报的时候，忍不住痛哭流
泪，全场一片肃然。作为全省最大的商品林基地，
林场场部与各作业区的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损坏，
90%的树木约12万亩被台风毁坏，林场内三年以
上的树木全部倒下，两年以下的小树也严重损伤。

灾后省林业厅高度重视灾情，省厅领导多次到林
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抗灾救灾，恢复生产工作，并下
达今年造林5万亩任务，同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据了解，目前岛东林场已恢复生活秩序，各作
业区到乡镇的道路已全部打通，灾后恢复工作已
有秩序的开展。“我们还要进行科学种植，采取

‘品’字形布局。”场长杨朝晖说，“虽然林区树木大
面积毁坏，但却不能成片砍伐重种，因为有些树虽
倒了，根系还在，能起到部分防风固沙的作用，而
且大面积的成片树苗也很难抵御今年冬季强大的
东北风，很难存活。”

据省林业厅初步统计，全省林业受灾损失达
35.86亿元，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海口、文昌、临高
灾害损失分别为10.6亿元、8.61亿元、4.3亿元。

全省最大的商品林基地岛东林
场约九成树木被毁

今年将再造林5万亩

肉食

出行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秦荣书）7月23日下午，位于
文昌市翁田镇龙马办事处龙南村一片
森林发生火灾，起火面积约200亩，文
昌市消防、公安、林业等职能部门联合
参与处置成功扑灭大火。

当天18时11分，文昌市公安消防
支队值班室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
令：位于翁田镇龙马办事处龙南村有一
片树林发生火灾，火势很大，情况非常
紧急。

接到指令后，文昌消防支队立
即出动 3辆水罐泡沫消防车、1辆指
挥车、27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支队
有关领导随即赶赴现场指挥灭火工
作。

由于支队距火灾现场约70公里的
路程，加上道路坎坷，19时45分，中队
官兵到达现场，只见漫天火光、烟雾弥
漫，着火面积较大，着火物为被台风刮
倒的松树枝叶，消防官兵立即出动2支
水枪包抄灭火，公安部门负责疏散附近

村民，林业局、翁田镇政府等各部门有
关人员也到场配合、参与灭火工作，参
战力量100余人。

由于现场火灾面积约200亩，火场
全是被风吹倒交错的树木，加之夜晚，
消防官兵灭火工作艰难。现场指挥员
将参战人员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包抄灭
火，合力堵截火势蔓延，消防官兵利用
水枪扑灭明火，林业局、公安部门等人
员利用铁扫把、铁铲、树枝等扑灭周边
余火。21时15分将明火全部扑灭，由

于着火物为树枝、树叶，容易发生复燃，
参战力量继续仔细查看现场是否存在
明火。在确定无复燃可能后消防官兵
才撤离现场。

据了解，火灾损失及起火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火灾未造成人
员伤亡。

文昌翁田发生森林火灾
过火面积200亩，已被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

时间：7月23日下午

事件：文昌市翁田镇龙马办事处龙

南村一片森林约200亩发生火灾

救火：消防、公安、林业、镇政府以

及附近村民投入救火，参战力量
100余人

原因：正在调查核实

资金

调研

安全

林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