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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威马逊”驰援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通讯员 叶坚

7月24日，炎炎烈日下，数百铁路
施工人员手拿铁铲，分别在海口市盐
灶路、泰华路、大同路等主要街道清运
垃圾，个个汗流浃背，一车车垃圾被清
运，脏臭不堪的街道顿时变得洁净了。

这是海南高速铁路公司组织西环部
分建设单位支援海口救灾的一个镜头。

在现场指挥垃圾清运工作的海南
高速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林镇洪告诉记
者，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响，此次
西环损失惨重，大型设备被摧毁，路基
及施工便道被冲毁，损失约1.3亿。

“我们一方面要全力开展生产自救，
同时也要尽我们所能，支援地方政府救
灾，因为风灾使海口深受重创，街上满是
垃圾和倒伏树木，不及时清理会影响市
民生活。”林镇洪说。

据林镇洪介绍，昨天上午，公司领导
就向海口市政府请战，请求支援海口市
救灾，尽快恢复家园。

“昨天上午10点，我们就紧急组织
西环高铁二、三标段的中铁21局、中铁7

局工人420多人，中午1点陆续到位，打
响垃圾清运战。”林镇洪说。

据了解，海南高铁公司此次共组织
20台重型翻斗车、7台大型装载机和30
辆工程车清运垃圾。

两天来，在海口市大同路、义龙东路、

义龙西路、泰华路、盐灶路等主要街道，随
处可见清运垃圾的高铁工人的身影。

今天下午2点多钟，记者在盐灶路
看到，上百名工人头顶烈日，忙着清运垃
圾和倒伏树木，一部部铲车、装载机、清
运车在紧张作业。

海口市环卫局副局长云一鸣说，盐
灶路是居民集中区，小巷多，垃圾堆积如
山，发出阵阵恶臭味。这几天，环卫工人
日夜加班加点清运，但因人员、设备有
限，加上垃圾特多，一时难以清运。这两
天铁军支援清运，大大减轻了环卫工人
的负担。

下午3时许，盐灶路一药店张老板看
到工人们顶着烈日清运垃圾，十分感动，
特意给工人们送去两箱矿泉水以表谢
意。“这里原先垃圾堆得像座小山，又脏又
臭，今天工人们紧急清运后，街道干净多
了，要不是他们及时清运垃圾，这垃圾不
知啥时才能清完呢。”张老板感激地说。

云一鸣说，这两天部分商户主动给
垃圾清运人员送水。

在现场指挥垃圾清运的中铁21局
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张小卫告诉记者，该
部共组织200人和20台大型机械参与
垃圾清运。“工人们都很辛苦，昨天从中
午1点开始干，一直忙到今天凌晨3点，
工人只休息几个小时，今天早上6点多
又继续干。”

“支持地方抢险救灾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张小卫说。
另据中铁7局西环三标项目部党工

委书记黄海阔介绍，该部今天参与垃圾
清运的工人将近200多人，投入的大型
机械15台。

“清运那么多的垃圾虽然累，但能用
我们的双手换来海口的洁净，我们打心
里感到高兴。”在盐灶路清运垃圾的工人
陈福宝笑道。

据统计，两天来，海南高铁公司组织
清运的垃圾达190车共计5700立方。

“这两天工人们连续作战，加班
加点清运大批垃圾，效率非常高，由
此看出，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铁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支援地
方救灾的精神十分可嘉。”云一鸣对
此感慨颇深。

一堆堆垃圾被“吃”掉，原脏乱不堪
的街道变得整洁干净了。工人们用辛勤
的汗水换来了城市的洁净，给市民营造
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夜幕徐徐降临，熙来攘往的街道上
仍闪现铁军忙碌的身影……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海南高铁公司组织西环部分建设单位支援海口救灾——

“铁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本报海口 7月 24 日讯（本报记
者张茂 通讯员廖宝祺 张晓霜 陈
艳秋）“谢谢你，小姑娘，休息喝口
水吧！”一名推土车司机递一瓶水给
正在清扫马路的女战士，心中满是
感谢。连日来，海南省军区 75576
部队二营女兵连主动请缨走进灾
区第一线，积极配合灾后重建工
作，以出色的表现展现“巾帼不让
须眉”的风采，受到了当地群众的
一致称赞。

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过后，该
部驻地所在城区多条主干道树木大
面积倒塌，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
影响。从7月20日接到命令后，该部
官兵在受灾点连续救灾三天，女兵连
见状，二话不说，也主动请缨。这不，
女兵们也扛着铁铲，拿着扫把，走上
灾点，积极配合进行着灾后重建环境
清理工作。为尽快完成好任务，女兵
们分组协作，分区负责，短短两个小
时就将玉沙路两侧的残枝残叶清理

干净。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女兵们的
脸红彤彤，豆大的汗水也不住地流了
下来，累了就趴在桌上简单休憩后再
继续奋战。

看到家门前的路宽敞又干净，小
朋友王文涛开心地跑过来递上清甜
的西瓜给正在休息的女兵，大声地
说：“谢谢解放军姐姐！谢谢解放军
姐姐！”该部政委吴晓峰也竖起拇指
啧啧称赞道：“我们的女兵是海岛的
巾帼天使，保卫家园，勇往直前。”

“巾帼天使”最美丽

本报海口7月 24日讯（记者邵长
春 实习生周川又 通讯员慕立忠）今天
下午4时许，省林业厅门口汇集了180
位来自尖峰岭、鹦歌岭和吊罗山的护林
员志愿者。他们由当地的林业局和保护
区管理局带队，纷纷从百公里开外的深
山赶到海口支援抢险救灾。

超强台风“威马逊”刮倒了不少海口
市大街上的绿树，为尽快处理路边倒塌
的大树，由省林业厅牵头，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了3个专业护林团队前来海口
协助救灾工作。

据了解，此次参与支援救灾的180
多名护林志愿者中，有60名来自尖峰岭
团队，60名来自吊罗山团队，50名来自
鹦歌岭团队，此外还有林科所的3位专
家以及林业厅的工作人员。

此次参与支援工作的志愿者团队都是
专业的护林工作人员，他们有丰富的一线工
作经验，熟练掌握扶植林木的知识技巧，此
外，志愿者们还带来不少专业的工具设
备。其中包括3辆指挥车、7辆皮卡车、5辆
吊机、1辆挖机、油锯30把、砍刀60把、铁铲
30把和锄头80把，同时还自备了消防水车。

据了解，此次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比
较正规，除了专业的护林员外，还有3位
林科所的专家进行现场指导，海口市园
林局还会派遣工作人员同3个志愿团队
对接，向他们提供水源和道路信息，并尽
量配合帮助解决工具上的问题。

大山深处送真情
尖峰岭、鹦歌岭和吊罗山

的三个志愿团队奔赴海口救灾

图①为女兵们在清路障。
图②为一名推土车司机递一瓶水

给正在清扫马路的女兵。
图③为女兵在海口进行路面清障

后困了就趴着休憩。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陈艳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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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张谯星 特约记者
阳宗峰 通讯员刘华 王思）今天，省军区六个部队
2789名官兵全部进驻海口市，帮助海口市尽快恢复
市容市貌，让市民尽快过上正常生活。

今天，2789名官兵、179辆运输车、11辆防化车、
喷洒车等特种车辆和14辆挖机、装卸机等工程机械
车等，已悉数全部到达海口。各部队自带伙食、炊事
车、床铺等，分片驻扎在市区各学校、场区。省军区
要求，各部队进驻海口，要自给自足，有困难多方协
调解决，不给海口市委、市政府和市民添任何麻烦。

在全部完成驻扎后，今天下午，各部队在省军区统
一指挥下，分成了20余个方块，分布在四个区各主要街
道。部队官兵立即开始清理各主干道的垃圾，利用喷
洒车和背式喷壶在大街小巷喷洒消毒防疫药物，并及
时利用防化侦查车检测疫病情况。省军区还专门把拉
水车集中起来，为断水居民送水，受到群众欢迎。

此外，解放军第187医院派出两支救灾医疗队，
赶赴桂林洋山下村、道立村和长流镇琼华村，为受灾
群众送医送药，进行灾后疫情消杀。当日，该院为受
灾群众发放药品价值3万余元，诊疗村民百余人。

据悉，今天省军区官兵清洁路面35公里，清理
垃圾1200余吨，出车500余台次、拉水1400多吨。

送水、消杀、清垃圾

省军区官兵助海口重建

本报文城7月 24日电（记者刘笑
非）记者今天在翁田镇翁田中学的救援
物资集散处看到，工人们正在烈日下组
装着一台台柴油发电机。据了解，这是
从广东省紧急购买的较大功率发电机，
12千瓦的功率将足够受灾地区四五户
人家的家庭用电及抽水用电。

据了解，运抵翁田的发电机有53台，
12名技术人员正加紧时间组装，最快今
晚前能组装出14台，运抵翁田镇各个行
政村。

首批14台发电机组装完毕后，最快
将于今晚投入使用，翁田镇受灾群众最快
能在今晚用上电。

文昌市紧急解决灾区断电

14台发电机
运抵翁田

本报海口7月 24日讯（记者单憬
岗 实习生叶保良）3天来，来自三亚、陵
水、定安、万宁、儋州5个兄弟市县的水
务抢险队一直活跃在海口市区，帮助海
口进行供水抢修，仅三亚抢险队就修复
40个小区的供水，为海口市民早日用上
干净、清洁的水立下汗马功劳。

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响，海口市
主城区供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海
口市水务局的全力组织抢修，大部分片
区已经恢复供水，但局部片区供水到户
仍存在困难。为确保海口市早日恢复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经省三防办积极
协调，三亚市、陵水县、定安县、万宁市

以及儋州市等5个市县共派出87人组
成抢险队伍奔赴海口市参加抢险工作。

7月21日下午4点半，三亚天涯水
业集团的陈垂丹接到电话，要求他迅速
组织队员前往海口市进行抢险工作。
他马上电话联系了集团员工，短短30分
钟之内，组成了一个56人的队伍，出动

了2辆抢修车，3辆皮卡车奔赴海口进行
救援。由于时间太紧，他们甚至连换洗
的衣服都没带。

已连续工作3天的陈垂丹对记者表
示：“我们每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进行小
区供水排查，找出哪些小区是需要进行
维修恢复的。针对这些小区，我们的技

术工人开始进行抽水、烘干水泵、修理
水泵等一系列修复工作，直到把水供应
到每家每户为止。”

据了解，3天工作下来，来自三亚的
抢修队伍已经排查和平南街道、海府街
道、博爱街道、新埠街道、人民街道以及
海甸街道共计134个小区，修复了市政

花园、泰吉大厦、兆南公寓以及玫瑰湾
小区共计40个小区的供水问题。

其他几个市县抢险队伍也同样争
分夺秒的工作着。定安县抢险队伍的
负责人蒙经理表示，在这几天的工作
中，许多小区居民见到他们都亲切地
上来握住他们的手，对他们表示感
谢。有的小区居民还自发购买面包、
矿泉水等食物送到技术人员的手中；
还有的居民看到地下车库积水还在，
便去买了些水鞋，让技术人员穿上，为
他们提供更多的方便。“看到他们这么
贴心，我觉得工作就算再苦再累也值
了。”孟经理感慨道。

5市县抢险队抢修海口供水
仅三亚抢险队就修复40个小区供水

①①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1辆，2辆，3辆……在政府大院，在
学校操场，在农村小道，在文昌的广大
灾区，随处可见爱心援助车辆成队成列
的“壮观”景象。“台风无情人有情”“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红幅贴在车上，挂
在树间，点点火红。

在文昌人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刻，爱
心活动一棒接一棒涌入这里，给灾区群
众带来了温暖和希望。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这里受灾最严重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要到那里去！”今天上午在罗豆农
场，海南绿裕食品有限公司的刘翔跟居
民们问道。他和同事们把一车大米和
矿泉水开了过来。

像刘翔一样，“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成为社会各界救援的共识。

在罗豆农场，42个生产队97个自
然村受灾，18个村庄受浸，由于海水倒
灌，盐碱地农田难以种植。海南聚龙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选择了这里，把价值50
万元的物资送到群众手中。据不完全统
计，经过政府部门登记的救助企业已达
50多家。

在台风登陆点翁田镇，倒塌的房间
无数，满目疮痍。7月23日下午，一辆

贴着“台风无情人有情”横幅的卡车开
进了罗港村，村民们立即从四面八方围
了过来。文昌龙园酒店把20万元的物
资送给了翁田镇。

在农村的村道上，不时还可以看见
某个市县的企业和个体户集体行动、合
作运送的车队。爱心如潮水一般来自
各方，正在不息地涌入。

个体救助形式多样

在罗豆农场南山队，陈金贵阿婆同
其他农民一样，台风把她的家刮得所剩
无几。住在海口的侄女陈文菁牵挂着
她，发动朋友们把一车生活用品送了过

来，还关照她送给邻居们。
像陈文菁这样，以个体的力量结合

带来援助的，也是此次援助文昌的一大
特点。同在南山村展开援助的闫少华
在海口工作，今天他和几个同伴同时放
弃上班前来，“我是在微信上具体了解
了这里的灾情，然后在朋友圈里转发，
号召大家一块来的。”

除了熟悉的朋友，还算不上特别熟
悉的同伴们也来了。来自文昌的许东
说他和来自安徽的陈浩巍，不久前还未
认识。这两天，他们和同伴们却一块送
来了15万元的油、米、面等。“我们是海
南大学EMBA总裁七班的，我们既是
企业家又是同学，这个时候必须展示我
们回报社会的良心。”他说。

在给村民们送来米、油、方便面的
同时，闫少华和同伴们还带来灶台和蚊
香。“他们不仅仅要吃的，还可能要自己
煮点东西，要睡得舒坦。我们要考虑得
相对周全一点。”他说。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八方支援文昌，形式多样

最困难的地方爱心如潮

数百西环铁路建设者，帮助海口市民清理倒塌房屋和树木垃圾疏通道路。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叶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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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灾故事

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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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一本本“海图”记下了帆船航海时代，也记下了他们
无数次搏击风浪的惊险故事。

苏承芬回忆，少年时跟着父亲一起到西沙打渔，
那时西沙很荒凉，在途中经常见父亲摊开更路簿来
看，小孩子好奇心重，在图上看到红线就问是什么，
父亲很激动，告诉他，“这代表国界，红线里的都是属
于我们中国的大海。”

从此，这个小小少年每到西沙的岛礁停靠时，便
喜欢用小炭条在木板上写“这里是中国的”，然后插
在小岛上。

草塘村、墨香村等潭门渔民世代在南海耕作，
2012年三沙建市后，越来越多村里的年轻人去了西
沙，岛际交通便利了，渔船上又有导航，老更路簿显
得有些“落寞”，苏承芬时不时去为年轻人讲解讲解，
让老船长的更路故事在大海上延续。苏承芬在三沙
市成立后去了几次三沙，惊叹说，“变化太大了，渔民
的日子可不比我们那时了！”

1985年，老船长苏承芬无偿为国家南沙海域探
捞调查做向导，前后历时1多个月，协助搜集到了珍贵
的南沙海上渔业资料。7年后的1992年，渔民家庭出
身的林载亮将目光同样锁定了南沙，他“延伸”了老渔
民对南沙的想象，率先大胆提出要对“南沙渔场”进行
分片区规划开发，并主导设计《南沙渔场图》，彼时，57
岁的林载亮，职务是海南省水产局副局长。

如果说古老的更路簿是渔民走向南海的航行标
尺，那么渔场图，无疑是我国渔民想要深度开发南海
的标示。

执着热爱南海的林载亮，在过往30载岁月里曾
在4所大学任教。海南建省后，走上仕途的他在1990
年代就建议通过对南海海域进行科学规划，建立符合
我国实际的水产养殖基地和南繁鱼苗育种基地。

此时，林载亮还意外发现了南沙群岛里有一个珊
瑚礁很特别，那就是美济礁，其周围海域的盐度、温度
等条件都十分适合鱼苗育种，这着实令他兴奋不已。

1990年代，林载亮的“另类”构想并未获政府层
面采纳，南沙人烟稀少，孤寂依然，但这位渔民的儿
子没有忘记自己的梦，并开始了长达12年的筹划。

在退休12载后的2007年，林载亮在南海渔政
等部门的帮助下，以渔民的身份，带着家族成员，在
南沙美济礁开始了规模养殖。无数次往返南沙群岛
和海南岛，也遭遇了无数次的海上凶险。2007年台
风“海贝斯”侵袭，几位亲人遭遇海难，侄孙林圣平在
海上靠吃雨水坚持8天7夜才侥幸脱险，2010年林
载亮遭遇撞击沉船，险些命丧南海，而如此多的险
阻，都没能挡住老人的南海脚步，那一年，他已经76
岁了，他说他的南沙梦才刚刚启航。

2012年三沙建市，已光荣当选三沙市人大代表
的林载亮恳切地提出了他的建议，“南沙美济礁澙湖
面积49.6平方公里，湖面水域36平方公里，如政府
能好好利用该水域，哪怕是鼓励利用其中5%的水
面进行养殖，未来将可以创造不少于150亿元的产
值！”

这一次，他的中肯建议，受到了三沙市政府的肯
定和关注。“三沙建市时，只有我的企业在南沙搞养
殖，条件艰苦，政府很体谅我们的难处。”林载亮说。

两年来，林载亮的船队，与三沙一起成长着。
2012年，林载亮的船队拥有12艘渔船，400个网箱，
100万尾活鱼。到了今年，他的企业已拥有36艘
船，1200个网箱，400万尾活鱼，2013年的企业营业
额高达800万元，阿公虽年事已高，但伴随着三沙设
市带来的优厚发展环境和政策，成为了一名拥有较
高科技含量和现代渔业装备的“船老大”，而已有60
年党龄的他，也被渔民们推选为美济社区居委会党
支部书记。

“眼看着三沙两年来的变化惊人，渔民们有了三
沙的居民身份证，家家都有电视看，太阳能发电，还
有干净的用水，比七八年前我们在岛上的条件强太
多了。在南沙美济礁，渔民们从去年开始又根据市
场情况，改变了养殖海鱼的种类，主要养殖东星斑、
老虎斑、龙胆鱼及珍珠龙胆鱼等石斑鱼。今年来天
气状况很好，礁盘海域的渔产也非常丰盛，为网箱内
养殖的海鱼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因此，今年是几年来
收成最多的一年！”林载亮说。

林圣平也沿着叔公的足迹，如今正锻炼成为年
轻一代经验更为丰富的新船长。

林载亮有个计划，希望他的企业能尽快争取上
市，成为海南第一个渔业上市公司，跟1990年代勾
描渔场图时的勇气一样，带着企业大胆向前，他说这
是他又一个不能释怀的三沙梦。

从更路簿、渔场图，到仍在继续的新规划，一代
代渔民相信，走再远的路，他们离不开这片蓝色疆
土；驾更大的船，感情流不出南海的家园。

他们在这片海中守护着那最淳朴的梦……
（本报潭门7月24日电）

更路经·渔场图·三沙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