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赈灾科学理性

地点：海口市三江农场下园仔村
灾情：海水倒灌淹死不少家禽牲

畜，家家户户房屋受损
变化：防疫人员已完成消毒防疫

工作,连续几批应急物资
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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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重建

日记记者蹲点

7月24日，文昌，晴。
中午时分，锦山镇大家园村里很安

静。村口的一间民房内，厨房里的烧柴
炉上正烧着一壶水，“咕噜咕噜”作响，
房屋里收拾得很干净，一幅农家恬静的
景象。

然而细看，不少不和谐元素仍存
在：有的屋顶少了不少瓦片，有的房屋
甚至没有屋顶，暴露在大太阳下；到现
在村里仍没有通水通电，需要用水时，
只能到村口的水井里打水。

走出屋外，围着村子转一圈会看
到：村里残破的房屋不少，大部分房屋
屋顶均“不健全”，有几间房屋已面目全
非，屋顶没了，墙倒了，没法住人了；村
里村外的树木倒了一大片，有些已枯
黄，没有了往日的绿意融融，路也被挡
住不少。

村民云惟吉的妻子，见到记者，泪
水直在眼窝里打转：“台风来时，我妈妈
滑倒，当天走了。”

台风“威马逊”18日来时的情形，
村民们依旧历历在目。当时，风大、雨
大，不少房子屋顶的瓦片被刮掉，水、树
叶等纷纷落入屋内，屋里一片狼藉，屋
外的树木一棵棵倒下。

台风过后，面对房子的被毁，村民
们在伤心之余，开始了自救——忙着打
扫卫生，忙着恢复生产，争取使生活、生
产早日恢复常态。有些房子全被毁坏
的村民，则搬到亲戚家暂住。

如今，村里尚能住人的房子，已基
本被打扫干净。由于买不到瓦，村里的
房屋屋顶尚未修复。“现在很希望能通
水通电，不然生活不能恢复正常，一些
农活、修整房屋等也没法做。”村民云大

雄说，村里90%以上的房屋受到损坏，
修整起来得花不少钱。“没钱就没法修
整房子，村民正为钱发愁。”

大家园村有200多亩耕地，主要种
水稻、瓜菜等。因为台风，瓜菜全部被
毁，水稻也受到一定影响。

这几天，一些村民已将受淹的瓜菜
地进行了平整，准备重新播种。云惟吉
的妻子准备用家里剩余的稻谷，重新播
种。不过，“这样一来，用来加工成米的
稻谷就少了，还得买米。”

担心大米问题的村民，下午迎来了
首个进村救灾的爱心队伍。由海口好
百年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组成的救
灾队伍，用两辆卡车拉来了5000斤大
米，另外还有花生油、矿泉水、饼干等。

“这些米和油，够吃一个月的，非常
感谢你们啊！”云大雄满怀感激地对前
来送物资的爱心人士说，政府对村里的
灾情进行了调查，爱心人士还送来了物
资，大家对恢复生产、生活更有信心了。

村口，有村民扛着锄头、拿着种子
向菜地走去，准备重新在菜地上播种。

风灾之后，收获的希望，也随之播
种下去。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7月24日，海口市三江农场下园仔
村，晴。

“医生，帮我看看脚上的伤。”“阿叔
啊，我们这里水井的水没问题吧？”“这给
家里消毒的药怎么用？”今天上午11时
许，记者来到村口时遇上一幅热闹的场
面，许多村民纷纷围住市里派来的防疫
人员和医护人员正七嘴八舌地咨询着。

“他们来了就安心了。”村民黄兹河
告诉记者，这次海水倒灌，淹死了村里
不少家禽牲畜，也带来了许多垃圾，导
致蚊虫滋生。

据三江农场医院院长莫如敦介绍，
台风过后，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分别
派出队伍来到农场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下园仔等附近几个自然村完成消杀后，
三江农场的消毒防疫工作基本完成。

完成消毒防疫仅仅解决了下园仔
村村民心头的一项忧虑。农场七队党
支部书记兼队长林海告诉记者，包括下
园仔村在内的七队管辖的7个自然村，
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屋都在此次台风中
受损，“下园仔村26户没有一家房子是
完好的，或墙体倒塌，或屋顶瓦片被
掀。这几天连续有几批应急物资送来，
村民们吃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当
前最急切的就是解决住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下园仔村仅有4个民
政部门发放的救灾帐篷，除了一部分人

到亲戚家借住之外，大部分村民选择自
家屋里最安全的角落作为摆放睡床或
是打地铺的地方。

下园仔村、榜头村、上山村……几
天来，记者走访了三江农场多个受到台
风摧残的村庄。及早对损毁的房屋进
行修缮，是三江农场所有受灾村民目前
最急切的愿望。但是，房屋的修缮资金
成了村民们的一道难题。

据村民们反映，这几天市场上砖瓦
等建筑材料都有所涨价，比如瓦片，由
台风前的0.8元一片涨到了今天的1.2
元一片。“修理好一间屋子需要的瓦片
少的要1000个左右，多的需要1万多
个，还有工钱和水泥砂石等，最少要花5
万元左右。”村民黄文河说，“现在靠我
们自己把房子修好，特别是一些家庭经
济条件不好的村民，根本无能为力，希
望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能在这方面提
供帮助。”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海口市三江农场下园仔村家家户户房屋都在台风中受损

他们好想有间完整的房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周平虎）随着灾区救援工作
的深入，前往灾区的车流量巨大，特别是
文昌和海口的一些受灾乡镇，交通压力
增大。为确保灾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救灾工作顺利进行，省交警总队今日发
布出行提示：

1、计划出行、拼车出行。前往灾区
救灾的单位和个人，要有计划、统筹安
排车辆出行，尽量不要独自开车前往灾

区，可以与同伴拼车前往，一路上能相
互照应。

2、遵守交通法规，有序通行。灾区
道路受到破坏，有的标志、标牌、标线也
受到破坏，道路较窄，驾驶人不要抢行、
夹塞，通行受阻时，要耐心排队等待，不
要随意穿插，以免造成堵塞。

3、不要随意停车。乡村道路狭窄，
驾驶人不要随意占道停车，以免影响交
通秩序，造成拥堵。

4、注意避让特种车辆。目前，救灾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其它车辆要注意避
让救护车、警车、抢险车、物资运送车等
特种车辆。

5、服从交警指挥。行车途中注意
按交通标志标线行驶，现场有交警指挥
的，要服从交警指挥。许多外地人员进
入灾区，由于不熟悉路况，不要随意停
车在道路中间，打听道路、查看标志，容
易造成追尾、刮碰交通事故。

尽量不要独自前往灾区

连日来，不少爱心人士、社会志愿
团体纷纷奔赴灾区抢险救灾，给灾区群
众送去了急需的米、油、矿泉水、面包等
生活物资。面对社会各界伸出的援手，
我们由衷地表达敬意和感谢。但是，也
有必要向社会发出提醒，爱心救助工作
需要科学、理性、有序进行。

爱心弥足珍贵，爱心需要激情，但
爱心付出不能冲动，更不能盲动。理性
而有序的救灾，既能表达爱心，又能充
分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达到救灾
目的。

例如，灾区道路承载能力有限，各
种车队都涌向灾区，既浪费紧缺的油
料，又给道路添堵。科学的做法是把更
多的道路资源让给专业抢险救灾队
伍。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爱心捐助者大

多去往“热点”地区，以致于出现某地多
次被重复救灾，而另外一些地方则遭受

“冷落”的情况。
此外，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少

爱心人士从自己主观愿望出发，捐赠的
物资不是灾民当下急需的，这样就会造
成资源的浪费。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
有必要将爱心捐赠款物统一起来，由民
政、红十字会等部门统一组织、统一调
度，根据灾区实际进行“点对点”的帮
扶，这样的救助会更科学、效果也会更
明显。

如今，救灾工作专业分工越来越科
学，越来越细化。如果不具备专业知
识，单凭一腔热情，带来的后果也可能
适得其反。

理性而有序的爱心救助，既是灾区
群众的需要，也是各种民间公益组织、
爱心团体成长壮大的需要。

爱心救助需要理性有序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梁振
君 实习生林诗婷）“志愿者们一定不能
蛮干，要听从专业抢修队员的统一指
挥。”今天下午4时，海南电网市场营销
部副主任刘建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
说，目前省内还未有志愿者参与到电力
抢修之中，不过如若没有专业的电力基
础知识，还是建议参与其它支援行动，

如帮助疏散人群、清理路障等。“志愿者
们的人身安全尤为重要。”他强调。

电力抢修需要专业知识技能，尤其
在如今灾情危急的情况下，更要学会冷
静应对，科学救灾。

电力专业人士呼吁，广大民间爱心
人士，要学会理性、科学救灾，确保自身
人身安全。

不能蛮干
需注意自身安全

文昌锦山镇大家园村村民积极开展自救

希望的种子正撒下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马珂）
“如果志愿者想尽一份力帮助开展防疫
工作，最好和卫生主管部门联系，接受
一定的培训。”中国疾控中心消毒专业
专家班海群建议，志愿者可以将路上存
水的瓦罐倾倒掉，或者将附近环境的垃

圾清理掉，至于喷药、撒药行为还需理
性科学进行，否则措施不当可能会造成
损害。

据介绍，目前暂不需要直升飞机防
疫，现在防疫工作主要是有针对地对重
点地区开展，而且灾后天气晴好，太阳

光起到了一定的消毒作用，不需要大面
积喷洒防疫药物。

“我们理解志愿者的心情，感谢他们
能够重视灾后防疫工作，并想分担我们
的压力，但我们更希望，这些爱心的付出
能够有序并且科学。”省疾控专家说。

措施不当或造成损害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王剑）省民政厅有关部门今天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位和个人积极踊
跃参与救灾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
建议热心群众自发运送物资前往。目前

灾后道路、生活等设施损毁严重，热心的
单位或个人都前往灾区，加重灾区的环境
承载压力。建议单位和个人通过慈善组
织或者红十字会，将物资运送至灾区。

如果个别单位或个人需要前往受

灾地区，希望出发前先跟当地政府联
系，了解哪些地方物资缺乏，缺乏什么
物质，做到有的放矢。同时，也希望地
方政府及时将受灾地区情况，特别是所
需物质等情况对外公布。

不建议热心群众自发运送物资

地点：文昌市锦山镇大家园村
灾情：大部分房屋屋顶损毁，瓜菜

被淹
变化：村民将受淹的菜地平整准

备重新播种,爱心队伍送来
大米、花生油、矿泉水、饼干等

■ 本报记者 罗霞
实习生 陈秋云 吴小璠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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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4局海南西环项目部组织人员抢修石八线（石碌至八
所）受损铁路。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叶坚 摄

卫生防疫

物资发放

电力抢修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税

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收违法

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

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

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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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7月18日上午，斜风细雨开始敲打着窗户。

在海南长期工作、有着丰富抗台风经验的省委书
记罗保铭开始在办公室坐立不安。他把海南省气
象台的一名老气象员请到办公室详细询问1973
年那场强台风的情况，并向专业气象人员一一了
解“威马逊”的最新进展及预判。

“强度会超过‘达维’，可能在文昌翁田登陆。”
得到这一信息后，罗保铭立刻给文昌市委书记裴
成敏打电话，要求将翁田镇周边25公里范围内居
住在瓦房、危房及低洼地区的18万人全部撤离。
在各级党镇干部的组织下，短短4个小时内，所有
人员一个不落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从文昌开始，各市县紧急行动，台风期间全省
共撤离和转移安置38.6万人，最大限度减少了人
员伤亡。

全力救灾：
军警民携手共渡难关

7月19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呼啸而过，留
给海南一片狼藉：全省受灾人口超过325万，受灾
作物面积达16万公顷，道路、桥梁多处损毁，房屋
倒塌多达2.3万间。台风登陆点文昌翁田镇遭到
了毁灭性打击，6个自然村几乎被夷为平地，省会
城市海口供水、供电、道路、通信几近瘫痪，损失之
重为“达维”台风之后近10年所罕见。

19日上午台风一过，海南省政府立即召开抢
险救灾工作紧急部署会，紧急拨付1亿元救灾资
金，第一时间向重灾区调运救灾物资，由省政府领
导挂帅，分6个工作组立即赶赴重灾市指导工作。

20日上午，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又下发紧急
通知，要求打破常规，迅速行动，有针对性地做好
各项抢险工作。

21日上午，省政府再次召开抢险救灾专题会
议，决定再拨付6亿元救灾资金和救灾物资到重
灾区，解决受灾群众吃饭、饮水、住宿和水毁工程
修复等问题。

灾情面前，驻琼官兵和公安干警紧急驰援，冲
锋在抢险救灾一线。文昌边防支队80多名官兵
连续奋战15小时，打通了受灾最严重的翁田镇明
月村道路。重灾区文昌市罗豆农场海水倒灌，
2000余名群众受困，200多名官兵紧急出动，奋
战4小时，打通65公里生命线，使被困群众安全
转移。

5天来，驻琼军警部队共出动8万人次，车辆
1.5万台次，冲锋舟62艘，在抢险救灾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

冲锋在一线的还有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民
众，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8日下午，年仅26岁的文昌罗豆农场青年
符传道救出16人后被大水冲走，再也没回来。

18日晚上11点多，昌江县工会的两名党员
干部郭起森、林维勇在为灾民购买物资的途中被
突发的山洪冲走，因公殉职。

19日晚，海南电网公司海口供电局龙华供电
所职工庄华吉因连续参与“威马逊”台风灾后巡线
抢修，劳累过度，以身殉职。

在这些抗灾英雄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凡人善
举。当海口停电时，多家星级酒店为市民提供免
费洗澡、手机充电服务，不少餐馆主动为在街头加
班加点的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人提供免费盒饭。台
风过后，众多市民拿起扫帚走上大街，当起志愿者
……

省长反思：
建立健全防灾减灾工作长效机制

台风过后，众多网友和市民开始对这场台风
进行反思。有网友说：政府部门是否可以把预警
信息更加具体化、人性化，提醒市民应该提前准备
什么物资，而不是冷冰冰的天气预报？还有网友
说：为何台风来临前没有任何单位通知放假，致使
许多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困在狂风暴雨中，挨
饿受冻？

其实海南高层也在反思和追问。在23日上
午召开的全省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动员电视电话
会议上，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表示，这次
超强台风重创海南，确实有客观原因的一面，但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他认为以下几
个问题要好好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灾害预
报准确性，使预判更加科学精准；二是如何让预警
信息和防御信息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提高公众防
御意识、防御能力，增强防御工作的前瞻性和有效
性；三是如何及时有效组织社会各界协同抗灾，增
强应对灾害的动员能力；四是如何加强引导，增强
信息透明度；五是如何让省市县上下联动，提高抢
险救灾整体效能；六是如何从省情出发，结合编制

“十三五”规划，策划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提高
城乡重大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等等。蒋定之说，要
把这些问题研究透，通过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为今
后防灾救灾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原载2014年7月24日《光明日报》）

房倒 树倒 心不倒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