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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温情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彭青林）22日下
午，三沙市干部职工、部队官兵、渔民群众等共
460多人在永兴岛、海口、三亚、文昌四地同时举
行捐款活动，共筹集善款22万多元。

三沙市驻岛干部职工、军警部队官兵和渔民
群众等300多人在西沙永兴岛参加了捐款，海口
临时办公区干部职工137人在海口参加捐款。与
此同时，文昌事务管理局19名干部职工、三亚事
务管理局6名干部职工也分别在文昌、三亚举行
了捐款活动。此外，赴三沙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的27名北京大学师生，一踏上永兴岛就积极
参加了捐款活动，为灾区献出自己的爱心。

干部职工
四地同时捐款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邓海宁）
为弘扬海口市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抗击“威马逊”的抗风救灾精神，动员社

会各界为受灾严重地区捐献爱心，帮助灾
民重建家园，由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
民政府主办，海口广播电视台承办，海口

市慈善总会、海口市红十字会、海口市演
艺有限公司协办的“抗击威马逊 我们在
一起”——海口市大型赈灾义演活动将于

7月25日20时在海口广播电视台举行。
活动由“风雨来袭”、“风雨同舟”、

“风雨彩虹”三个篇章组成。

海口市大型赈灾义演今晚举行

本报牙叉7月24电（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陈
志强）“威马逊”冲走白沙6.3个亿，造成2.9万人
受灾，严重的灾情牵动着白沙领导干部的心。昨
天上午，白沙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广大干部职
工、部分企业共捐款190多万元，以实际行动帮助
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支援灾区救灾募捐活动在白沙县政府举行，县
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县直机关各单位、省属单位等
300多名干部职工及部分企业代表慷慨解囊，为受
灾群众送上一份爱心。据了解，灾情发生以来，白沙
已拨款800万元支持灾后重建。同时各种救灾物资
于19日下午已有序组织运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为受灾群众
捐款19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况昌勋 梁振君 邵
长春）天灾无情人有情，为尽快完成
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帮助民众重建家
园，我省各厅局级单位纷纷组织开展
救灾捐款捐资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
灾区重建。

省发改委
7月21日，省发改委召开委务会，

传达省政府抢险救灾专题会议精神，
部署救灾工作。

该厅决定由领导带队，即日奔赴
受灾市县了解重点项目受灾情况，想
方设法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会议
结束后，发改委负责人带头，全体干部
职工踊跃为灾区捐款献爱心，共计捐
款76700元，所有款项全部交省民政
厅用于救灾。

省农业厅
省农业厅在全面部署全省农业灾

后恢复生产工作后，倡议组织厅机关、
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募捐活
动，帮助灾区群众克服困难，重建家
园。截至23日12时，厅机关及直属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共计捐款150670元。

省水文局
7月22日下午，省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发动广大职工伸出援助之手，向灾区
群众献爱心，帮助他们尽快重建家园。
参加本次活动的干部职工共80人，共
捐善款1.88万元，局办公室已将所有善
款及时打入省民政厅捐款账户。

省扶贫办
台风袭击琼岛后，省扶贫办派出4

个工作组深入受灾贫困村了解灾情，
协助受灾贫困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尽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确保如期完成9
万人减贫任务。另外，省扶贫办组织
机关干部职工开展为受灾群众献爱心
捐款活动，目前，共收到捐款3万多元，
并通过有关部门送至灾区用于救灾。

省水务厅
省水务厅在做好前段时间防风防

汛工作的基础上，7月23日，又派出4
个工作组，深入受灾严重的市县，指导
做好水毁水利工程的修复抢修工作。
同时，十分关注受灾群众的生产和生
活，积极组织全厅党员干部职工献爱
心，共捐款26.192万元。

省财政厅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21日

下午，省财政厅组织389名干部职工
向灾区捐款，共捐款25.14万元，以实
际行动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
份爱心。目前捐款已通过银行存入省
民政厅捐赠账户。

我省各厅局
踊跃捐款

社会各界和各位爱心人士：
超强台风“威马逊”于7月18日15时30分在文昌

市翁田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文昌
市受灾极其严重。灾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
满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优良传统，踊跃为灾区捐款捐物。在此，特别感
谢大家对文昌受灾群众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我们向大家发出倡议：台风无情人有情，请伸
出您真诚的援助之手，帮助受灾群众度过难关，重
建灾后家园。同时，请您在筹备救灾物资的时候
致电我市捐赠联系人，或者请您在将救灾物资运
至文昌的同时，先就近到我们设立的文昌市捐赠
物资登记点进行爱心登记，以便及时全面了解各
乡镇灾情及灾区短缺物资清单等情况。

一、文昌市接受捐款账户及联系方式：
户 名：文昌市慈善会；开户行：建行海南省文

昌市支行；账 号：46001005436053009158；联系地
址：文昌市民政局救灾股（文昌市文城镇文中路14号市民
政局办公楼三楼）；联系人：姚满 18907508256、高玉
13976369060；温馨提示：捐款时请注明捐款人姓
名、通讯地址、捐款意向（如“威马逊”台风救助），
以便邮寄捐赠收据及感谢信。

二、文昌市接受捐物地址及联系方式：
1、中储粮文昌分库内（文昌市文城镇文清大

道文华路），联系人：符艳 13976562656，黄宏耀
13976622585；

2、海文高速大致坡入口文昌市捐赠物资登记点；
3、文昌罗豆农场捐赠物资登记点；
4、东线高速琼海往文昌入口文昌市捐赠物资

登记点。
5、海文高速下文昌路口文昌市捐赠物资登记点。

文昌市民政局 文昌市慈善会
2014年7月24日

社会捐赠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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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孙慧）

昨天上午，几张照片在网络上热传，照片
中，十几位身着绿色体恤衫的美国中学
生在海口街头清扫垃圾。网友纷纷点
赞，感谢他们为海口灾后重建做出的善
举。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群孩子，今天下
午，记者找到了夏令营活动的领队吴艳
萍。

原来，这是一群来参加省留学服务

中心举办的海南中美夏令营文化交流活
动的美国中学生。7月22日，他们抵达
海口，想象中的美丽画面，被街头的残枝
败叶、垃圾成堆的景象取代了。于是，他
们便向吴艳萍提出要上街清理垃圾，为
海口人民做点事情。

“这个世界无距离，我们都是一家
人，能够帮助到海南人民我们很高兴！”
今天上午，当听说了海口人民对他们扫
垃圾行为点赞后，来自美国佛吉尼亚州

的中学生CeCe很高兴地说。
CeCe说，她在美国虽然没有经历

过台风这样的自然灾害，但是从电视上
看到过台风肆虐后的景象，这次来海口
亲眼目睹满目疮痍的灾后现场，很是心
痛，于是大家就主动向领队老师提出清
理街道。“世界无距离，我们都是一家人，
要扶持互助。”

来自罗德岛州的Alex认为，灾难
过后，最重要的的是要有重建家园的

信心和互助团结的凝聚力。他很高兴
能与海口人民一起清理家园。“希望在
接下来的 8天活动中，还能有机会参
加社区志愿服务，尽快融入这个美丽
的城市。”

而一起参加夏令营交流活动的12
位中国学生，也受到这群美国朋友们的
爱心所感染，主动充当这群美国朋友们
翻译和导游，和他们一起到社团去参加
义工行动。

来海口参加夏令营的16位美国中学生，主动上街清理垃圾

“世界无距离，我们都是一家人！”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 沙松亮 何蔚

连续几天，从琼州大桥、国兴大道、
龙昆路到绕城高速，从人民公园、国兴广
场、省政府大院再到机场，数十公里的海
口主干道上，数平方公里的面积上，活跃
着一支志愿者队伍，他们身着统一的红
色上衣，顶着烈日，挥洒汗水，不停地打
通道路、扶起倒树、清理垃圾。在他们的
服装上，都印着几个金黄的大字——海
航志愿者。

这亮闪闪的五个字，不仅闪耀在
海口灾区，也闪耀在文昌灾区，为受
灾群众送去急需的救灾物资；这亮闪
闪的五个字，甚至闪耀在异地机场，
为紧急起运飞赴海口的救灾物资义
务装卸。

四处找车
熟人中撒网 南大桥下征车

跑部门要车

“这几天为了征集运送垃圾的货车，
我是绞尽脑汁。”海航志愿者、望海国际
广场采购经理罗美绍说，海航志愿者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这几天发起了“千
人上街、扶树清污”活动，每天都有两三
千人上街义务劳动。清扫出来的大量残
枝败叶和垃圾需要运输车辆，他被安排
寻找货车。

他一方面从认识的朋友中广为撒
网，紧急征调到13辆货车。但这还不
够，在拨打114查询未果后，他又跑到林
业局、园林局等专业单位求援，甚至跑到
南大桥下找拉散工的货车司机，最后找
到了19辆货车。

然而，扶树不仅仅需要清场运垃圾

的运输车，还需吊车、铲车等专业车
辆。于是，协会通过海航集团总部，从
全省各地包括三亚、儋州、万宁等地的
分公司和工地调来各类工具车和运输
车辆，一起连夜向海口集结，终于达到
了活动的要求。

据海航集团执行总裁助理童甫介
绍，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海航集团提供
了价值上百万元的清理工具，包括20辆
土方车、10辆铲车、6辆吊车、50辆小货
车、50辆推车、25台油锯，近1吨铁丝，
上万条捆绑绳，斧子及铁锹千把等其他
清理工具，“这也是呼应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共扶一棵树，留下那片荫’的倡议。”

扶树清污
在人民公园，两天扶树1400

多棵，清扫垃圾3000吨

协会召集大量志愿者参与活动，仅
人民公园就有1100多人，还邀请了150
位园林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

今天下午17时30分，虽已到下班时
间，人民公园依然一派热火朝天，到处可
见海航志愿者红色上衣在闪耀：有的在清
理树枝，有的在扶树，还有的在装运垃圾。

望海国际广场三层经理叶海珠带着
自己楼层的38位“娘子军”齐上阵，正忙

得不可开交。
“昨天这里还没有路，来锻炼的人都

是绕道走。”她清楚记得昨天“开进”人民
公园时的场景：遍地残枝落叶，把大小路
径都遮掩得严严实实。于是他们从打通
通道开始，连续奋战1天，清出道路200
多米；今天她们又清出垃圾30多车。但
她还是很谦虚：“4楼今天清理了40多
车垃圾，男志愿者更是跟着园林工人现
学现用，用上了油锯！”

“仅仅我们在人民公园一个点，昨天和今
天就扶起了1400多棵树；清扫出垃圾近
3000吨。”望海国际广场总经理助理王于
宇说。

海航志愿者的贡献得到了市民的高
度赞扬，一位70多岁的老人当场在刚清
理出来的水泥地上蘸水写下“向海航志
愿者致敬”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很多市
民在他们的感召下，也捋起袖子加入了
志愿者的行列，还有市民为志愿者们送
来了面包和矿泉水。

抢运物资
拿出3000万支持灾后重建，

购买运送灾区亟需物资

19日，海口一位爱心市民从宁波采
购100顶帐篷，但正常走海陆运输，等运
到估计早已过了救灾的黄金时期。于
是，这位爱心市民试着千方百计找到海
航相关部门，海航当即派出志愿者协助
这位市民把帐篷装上了飞机，并于当晚
运抵海口，第二天早上6时就运到了受
灾群众手中。

这只是海航志愿者帮助运输救灾物
资的一个小事例。据童甫介绍，此次台
风期间，他们与多个慈善机构合作，帮助
他们运输各种救灾物资。例如，从7月
19日开始，他们就已和中国红十字会合
作，免费承运28吨救灾物资。

尽管海航集团也是“威马逊”台风的
受害者，公司仍然决定，拿出3000万元人
民币，支持海南人民灾后重建家园。7月
22日，海航集团紧急调配了13辆卡车运
输价值200万元的救灾物资，包括40吨饮
品、4500箱饼干等方便食品、1500箱牛
奶、5624包大米、2650箱食用油等灾区亟
需的各类生活用品，海航集团100多名志
愿者随物资运输车队前往海口市社会福
利院、文昌市铺前镇、琼海市长坡镇等灾
区并将全部物资分配给当地受灾居民。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扶倒树、清垃圾、抢运物资

海航志愿者爱心洒灾区

7月24日下午，在海口美兰机场附近，海航志愿者在烈日下清理垃圾，因天气太热，他们不得不裹着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台风过去了，但房子已经毁了，栖身
之所在哪里？文昌市翁田镇桃李村的村
民们饱受台风之苦，而又正从痛苦中恢
复过来，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村民冯所旭说，房子虽然倒了，好在
自己在镇上还有个住处，能够让家人
暂时落脚。“只要家人都没危险，苦日
子迟早会熬过去的。村里人都很团
结，毕竟大家越团结，越容易开始新生
活。”冯所旭整理着自家房前的砖块，
指着不远处的一座房子告诉记者，村
里有些房子只是瓦片掉落，盖上油布

就暂时还能住。“多一间房子，就有更
多人晚上有地方睡觉，村里的年轻人
都会帮忙哩！”

在桃李村一块不大的高地上，有两
座新盖的水泥房，“威马逊”袭来，村子
里70来户人，都在这里度过了惊魂一
夜。“当时房里挤满了人，要不是躲房里
啊，估计都有危险！”18岁的韩泰畴，是
户主的儿子，这个年轻人话语间透着一
股成熟。他告诉记者，这两间水泥房，
是村里唯一未被破坏的房屋，如今好几
户无家可归的村民，都还借住在韩泰畴
家里。

“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人，相互帮助

是应该的，你看那油布，是我和朋友帮忙
拉的！”韩泰畴的话语里，透着骄傲。

离韩泰畴家的房子不远，有两座
民政部门搭建的帐篷。这是 63岁的
黄循豹夫妇晚上落脚的地方，老两口
在村里的房屋和一间杂货店，都被无
情的台风摧毁。此时，老人正在整理
杂货店里还能用的物资。“帐篷白天
热哩，晚上又冷，谁来捐助我一床棉
被盖盖哦！”老人看似在诉苦，但话语
之间，却一直咧着嘴开心地笑着。“我
年纪都这么大啦，什么没见过？家里
人都没事，这不很好嘛！”黄循豹笑着
带记者到帐篷里看，几张草席，一条

薄被，是他晚上安睡之处，即使是白
天，仍有几只蚊子在飞舞。但这却没
让老人满口怨言，因为他的老伴，一
直在背后紧紧抓住他的手。

台风过境，房屋再破，都是桃李村村
民们的家。大米、食用油、棉被短缺，村
民们自发地将自家吃不完的大米分给食
物短缺的家庭。房子住不了，村民敞开
自家大门，给邻居留宿。在镇上工作的
子女，都将家人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一
路走下来，村民的脸上都挂着笑容。当
心灵的创伤愈合，在他们面前，就再也没
有艰难险阻。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文昌翁田镇桃李村村民互助互爱，共渡难关

一村 一心 一家人

灾区的笑脸
7月23日，文昌罗豆农场第三作业区南洋村，领

到衣服的受灾群众露出笑脸。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 7月 24日讯（记者郭景水）今天
上午，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带领省政府办公厅
系统60余名机关干部来到美舍河畔，与武警海
南省总队的部队官兵一起，在海口市美舍河
畔，清扫灾后树枝枯叶十余卡车，重新栽种了
美舍河畔被台风刮倒的树木，清理了美舍路东
段道路旁的大量刮断树枝，美舍河畔再现绿茵
整洁的往日生机。

省政府办公厅组织
机关干部清理灾后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