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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区部队 截至目前共出动现役官兵

3626名（16238人次）、民兵预备役人员6223
名（13767人次）、车辆254台（1303台次）参与
灾后救援。目前共转移群众87028人，疏通道
路2153公里，运输物资313吨，清理障碍物
11255吨，打捞死畜2909头，转运分发帐篷
11069顶，扶正树木5200余棵。同时，深入发
动省军区部队官兵向受灾群众“送温暖、献爱
心”，筹集捐款162万元，派出4支医疗队深入
灾区巡诊群众近千人，发放药品近10万元。

武警海南总队 共投入兵力10565人

次、车辆800台次、舟艇32艘，历经两周奋战，
共疏通道路450余公里，清理垃圾5000余吨，
恢复交通标示牌2800余块、护栏50余公里，扶
种树木 4000 余棵，抢通供电线路 190 余公
里。武警官兵共为灾区捐款95万元。

海南边防总队 共派出警力8554余人

次、车辆1902台次、船艇118艘次，协助转移群
众8600多人，疏通道路40多公里，清理垃圾
130余吨，走访群众3750户、10920人，检查出
入境交通工具54艘（架）次，检查出入境人员
4156人次。广大边防官兵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共捐款80余万元。

省海警总队 共出动警力1400余人次，

车辆560台次，帮助解决群众困难140个，协
助转移受灾群众280余名、各类物资11.6吨，
加固渔船、货船150余艘、渔排24处，清理倒
伏树木800余株，清理路障120处，送水130
吨。

南航部队 共出动官兵42批次、2700多

人次、车辆87台次，疏通公路32公里，清理垃
圾120余吨，运送救灾物资300余吨。

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 台风过后发

动包括正在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的
“海口舰”和“岳阳舰”官兵在内的全体官兵，为
灾区人民捐款20余万元用于灾后重建。

（张谯星辑）

数读部队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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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谯星
特约记者 阳宗峰 实习生 周欣

七月的海南，骄阳似火，尤其在“威
马逊”夺走那一片片绿荫之后。而在海
口，在文昌，在琼北重灾区，哪里缺失了
自然的绿，哪里就会多一片流动的“绿”。

“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烈
日下，那一片片流动的“绿”，传来一阵阵
整齐的口号声。歪倒的大树扶正了，难
行的道路通畅了，群众的心里敞亮了。

军民鱼水，情深似海。省军区官兵
在强台风“威马逊”袭琼后的第一时间
投入了灾后重建工作。面对着满目疮
痍的家园，他们一刻都不懈怠，夜以继
日地奋战在一线，任劳任怨、严于律己，
充分发扬了军队的优良作风。

坚守岗位不归家

翠绿葱茏的海口万绿园在灾后一
片狼藉。连日来，某旅200余官兵受命
在这里开展清理工作。

班长周双告诉记者，他家住在海口
市三门坡镇，家里房顶瓦片全部被刮
飞，家中还有卧病在床的奶奶。但他在
接到任务后，还未来得及回家看一眼，
就马不停蹄地投入重建工作中。

记者正与周双交谈时，突然传来一
声惊呼。原来，上等兵王德江在清理垃
圾时不小心被玻璃割伤，鲜血直往外
冒。卫生员刚为其包扎完，小王便又忍
着疼痛戴上手套跑去扛树了。

“他也是海口籍战士，前天我们在

长堤路清理街道，离他家仅两百多米，
但是他没有请假，一直和战友们在一起
工作。”周双感动地说。

记者了解到，自灾后重建工作开展
以来，省军区海口籍战士始终坚守工作
岗位，没有一人请假。

“巾帼”也能挑大梁

在海口市灾后重建的大军里，活跃
着一群特殊的“女汉子”——某通信团
的50多名女兵，她们和男兵们一样起早
贪黑，挑起灾后重建大梁。

这群女兵年龄最大的21岁，年龄最
小的才十七八岁，但在这次抗风救灾
中，她们却展现出超越年龄的坚韧。

“不要小看我们女兵，脏活累活我

们都不怕。”排长刘莉莉对记者说道。
在海口市国贸片区街头，女兵们个

个挥汗如雨。在工具不足的情况下，她
们拿着树枝当扫帚将横在街道上的树
枝进行清理、装车，有的还拿起笨重的
油锯开始锯树干。

自18日台风侵袭后，这群女兵已连
续奋战了10多天，清理道路100余公
里，垃圾200余吨。

秋毫无犯严守纪

“自给自足，秋毫无犯，不给政府和
人民群众添麻烦。”省军区2700余官兵
严守这钢铁般纪律，在灾后重建中感动
无数椰城人民。

7月27日上午，家住国贸附近的吴

女士为感谢官兵，买了一箱新鲜龙眼前
去慰问。官兵们十分感动，却不肯收
下，一番推让之后，吴女士放下箱子扭
头就跑了。没想到回家之后却发现口
袋里多了100元钱……

“来，到饭店里坐着吃，有风扇，凉
快一下……”中午就餐时间，一家饭痁
老板热情邀请着在马路边就餐的数十
名战士。“我们身上汗味臭，不进来
了，怕影响你们的生意！”战士们婉
拒。

连日来，有的市民自发送来饮料、
矿泉水、面包、西瓜、绿豆汤等。

灾后重建任务繁重，官兵们依然继
续奋战着。这片流动的“橄榄绿”，成为
很多受灾群众心中的绿洲！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在繁重的灾后重建中，子弟兵不辞劳苦，严守军纪——

流动的“橄榄绿”百姓心中的绿洲

7月18日，一场罕见的台风向琼岛步步逼近。这一天，距离“八一”建军节刚好两周。

17级！最大风速每秒60米！41年来超强台风“威马逊”狂扫而过，琼北各地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文昌告急！海口告急！

灾情就是命令。驻琼军警部队数万名官兵闻风而动，舍小家顾大家。他们用双手开辟生命通道，用双肩背出被困群众，不怕流血，不怕受伤，甚至不怕牺牲生命。

灾后重建任重道远。子弟兵们刚下救灾现场，又上重建战场。哪里任务重，他们奋勇当先；哪里环境脏，他们义不容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深情。

今天，子弟兵们迎来了自己87周岁的节日。我们谨以本刊，向在抗风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默默奉献的驻琼军警部队官兵及其家属致敬！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特约记者 朱晨鹏 通讯员 陈钒钒

湍急的洪流卷着漩涡不断涌来，颤
巍巍的杨柳桥不堪冲击，在洪流中分离
瓦解。通讯设备信号全无，杨柳村成了
洪流中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50米隔
桥相望，却遥不可及。

7月19日，超强台风“威马逊”给昌
江黎族自治县带来的降雨已达573毫
米。多个地势低洼区域积涝成灾，杨柳
村村民身处险境。

当天中午1时30分，12名昌江边
防支队官兵历经40分钟，艰难地抵达
杨柳村，此时水位已经上涨至1米多
高，一楼房屋全部被淹。

边防官兵驾驶冲锋舟边行驶边搜
救。行至一栋两层民房时，一阵孩子哇
哇的哭声引起了大家注意。然而，一楼
已被淹没。边防官兵将绳索一头系在

冲锋舟上，另一头绑在房屋的排气管
道，顺着管道攀爬至二楼，敲碎了窗户
玻璃进入屋内，只见一位孕妇顶着大肚
子痛苦侧卧着，旁边还坐着一个孩子在
无助地哭泣。

“应该要临产了。快！紧急送医
院！”官兵们立即用旁边的木椅和吊绳
制作成一个简易的吊篮，然后将孕妇和
小孩从窗户缓缓吊下。

“慢点，轻点，注意安全！”冲锋舟上
的官兵小心翼翼地接住了孕妇和孩子，
火速赶回堤坝，岸上的救援人员随即将

其送往医院。
杨柳村村委会所在地距离村口约

300米，这里聚集了前来避难的村民，
50多名村民挤在二楼3个40平方米的
房间内。房屋随时都可能坍塌。

“这里太危险！必须赶紧转移！”
队长苑亚文当机立断，大家就地取材，
将几根塑料大水管扎成筏子。官兵和
村民分成多个小组，以村委会为中心，
向四周寻找安全避难点。下午3时40
分，12名官兵将所有群众转移到了安
全地带。

转移被困群众、救助受伤群众、寻
找安置点、运送救灾物资……12个小
时，杨柳村村民通过边防官兵不顾自身
安危架起的“生命通道”，平安渡过了难
关。

（本报石碌7月31日电）

台风洪水暴涨中，昌江杨柳村村民身处险境，边防官兵迅速驰援——

不顾安危架起孤岛生命“桥梁”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特约记者 杨瑞明 通讯员 蒋波 雷辙

“人在，岗哨在！”
在超强台风来袭时，武警官兵用自

己的身躯践行了这句庄严的承诺。
7月18日，“威马逊”肆虐琼岛。报

警系统失灵，监控系统中断……武警海
口市支队官兵看守的监狱和看守所钢
网墙全部吹倒，危机随风雨降临。

“如果犯人趁此越狱，后果不堪设
想！”18日晚，支队长何诗礼拿起专线电
话逐个单位拨打一遍，了解情况。

此时，担负美兰监狱看押任务的十
四中队指导员宋宇正在紧张查勤。每
到一个哨位上，他都反复叮嘱哨兵，“提
高警惕，不让一个犯人逃脱！”

突然，“砰”的一声，岗亭窗户上的
玻璃被台风震碎，无情的狂风骤雨灌
进来，打到了当班哨兵谢腾腾的身
上。他赶紧拿出提前准备的背包绳，
将其一端绑在护栏上，另一端缠在自己
腰间，以防台风把自己吹下岗楼。即使
全身湿透，他也浑然不顾，依旧紧握钢
枪，坚守执勤一线。

而另一边，在岗楼楼梯拐角处，两名
战士正利用不足两平方米的避风所相依

而眠。他们是刚刚下哨的哨兵，由于从
哨位到中队的高墙通道风快雨急，根据
中队安排，他们就在岗楼原地休整轮换。

不仅仅是在十四中队，所有担负固
定勤务的单位都不约而同地将哨兵前
置到哨位，轮班换岗。

从 18 日下午 4 时至 19 日凌晨 6
时，官兵在岗楼上连续奋战了14个小
时，海口市支队多个中队的岗楼上，数
百名官兵用背包绳将自己绑在哨位上，
筑起了一道绝不松懈的“警戒线”。

台风来袭当晚，千余名武警官兵奋
战在执勤一线，130余名干部不间断巡
逻查哨，守护着政府、监狱、看守所等30
多个重要目标，确保了目标单位的绝对
安全稳定。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疾风暴雨中，为防止犯人越狱，官兵坚守岗位——

用背包绳把身体“绑”在岗楼上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特约记者 杨瑞明 通讯员 毛文秀

夜幕降临，海口城区灯光闪闪。
当一切恢复正常，300余名武警官兵，拖着疲惫

的身躯，悄然登上返程的军车，回到300多公里外的
三亚。正是这些子弟兵，在抢通海口城区最后的输
电通道大作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超强台风“威马逊”影响，7月27日，海口仍
有多地停电。倒下的树木让多处高压输电线受损，
清理任务不仅繁重而且危险。

接到增援命令后，武警三亚市支队迅速集结部
队开赴现场，担负起琼山、美兰、秀英、龙华四个片区
高压输电线附近折倒树木的清理任务。

“道路狭窄，大型机械根本没法进。”二中队班长
聂银华十分着急。地上随处可见被刮倒刮断的树
木，部分倒树靠在输电塔上，有的离输电线仅3到5
米，异常危险。

机械进不来，还有战士在！官兵们迅速研究方
案，采用电锯切割、人拉、肩扛等方式迅速开展清理
工作。经过27个小时的持续作战，300余名武警官
兵圆满完成海口四个片区高压线路附近树木清理工
作。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为点亮万家灯火，武警三亚支队官兵驰援
海口，清理四片区高压线路附近树木

27小时抢通最后输电通道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马祖发 实习生 周欣

那一夜，海口大致坡镇驻训营区
的一间房间里闪动着微弱的灯光。屋
外狂风怒吼，屋内静悄悄的。几名战
士高举手电筒，一台性命攸关的手术
就在这特殊的“手术灯”下，紧张地进
行着……

7月 18日，在海口市大致坡镇驻
训的某部队官兵正一边做好自身防
护，一边为随时参加抢险救灾紧张准
备着。

“救命啊！救命啊！”一名村民神色
惊慌，跑进了营区的值班室。

原来，就在10多分钟前，金堆村一
名村民在对自家屋顶进行加固时，一阵
狂风让他不慎从屋顶坠落，后脑勺被掉
落的瓦片狠狠砸出了一条约8厘米长的
口子。当官兵把受伤村民抬至营区时，
伤者已经失去意识。

“伤口呈开放状，伴有脑震荡，颅内
可能已经出血，需要立即止血缝合。”随
队军医鲁晋迅速做出诊断。

“马上把人抬到医务室组织抢救！”副
部队长张新文焦急地下达指令。

可是，没有手术台怎么办？“把担架
固定在水泥地板上吧！快把人抬过
来！”

没有手术灯怎么办？“对！还有手
电筒！快拿来！”

昏暗的房间里，那一盏盏手电筒发出
的微弱灯光仿佛正跳动着的生命火花。

“心率偏快，血压偏低……”卫生员
盯着便携式心电监测仪。

“准备好酒精、麻醉药和针线，准备
马上手术。”鲁医生一边查看患者伤口，
一边指挥一旁的卫生员做好术前准备。

“伤者已经处于浅昏迷状态，我
们没有先进的救护器材，必须要尽
快完成手术并后送。”鲁医生一边紧
张地清洗患者伤口，一边命令卫生
员小王赶紧打麻药。紧接着，他娴
熟地拿起手术器材在微弱的灯光下
展开手术。

受伤群众低声呻吟着，在场所有官
兵的心都被紧紧揪住。

“心率正常，生命体征正常……”
听完卫生员小王的报告，官兵们

还未来得及露出欢喜的表情，伤者突
然喷出一口鲜血，浇灭了短暂的喜
悦。

伤者必须赶紧送往医院进行进一
步治疗，才能保住性命。然而，金堆村
通往镇上唯一的道路已被台风吹倒的
树木堵死。

“连长杨俊威，带10个人跟我走！”
危急关头，教导员吕昊掷地有声地说。
话音刚落，救援小分队便冲进了暴雨
中。

闪电划破夜空，狂风怒吼，暴雨如
注。

救援小分队一步一步艰难前行，一
路上，他们奋力地挥动手中的砍刀，砍
断倒伏的树木，肩扛手拉，清理路边的
残障。

1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在风雨
中开辟出了一条1公里多长的生命通
道，将伤者顺利送达海口市人民医院连
夜抢救，最终保住了性命。

台风过后，人们的生活已归于平
静。但那一团黑暗中的光亮虽然微弱，
却在受助群众心中永不熄灭。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危急关头，官兵手持手电筒，照亮了
一台性命攸关的手术——

一场手电光下的
特殊手术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任永峰 李立 邝继伟

“王所长，台风快登陆了，46名渔民还在船上，请
立即到港口救援！”7月18日上午，文昌边防支队口
牙边防派出所所长王彦平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话，
打电话的是东郊镇镇长冯所瑜。

10分钟后，王彦平带领民警赶到“白土尾”港
口。原来，虽然知晓有关部门对于“威马逊”强度的
通知，但是部分渔民并不理解政府的劝离措施，46
名渔民始终不肯下船。

此时，距台风中心仅有40公里的港口已经刮起
了大风，浪高2-3米，46名渔民生命危在旦夕。

岸上所有救援人员心急如焚，救援小组决定由
王彦平带领8名边防官兵下海营救。

王彦平率先攀下用汽车轮胎串联而成的“梯
子”，跳上一块白色泡沫和木板制成的救生筏。海浪
一个接一个，官兵紧紧攥着泡沫筏，在巨浪中左右摇
晃。为了保持平衡，王彦平和战友干脆趴在泡沫筏
子上用力拉着绳子径直朝渔船划去。

“人船同命，人在船在！”陵水疍家船主林某固执
己见，坚持要在船上顶风，“如果弃船上岸了，渔船沉
了，损失谁负责？”

几番商量后，王彦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让一个
船接一个船紧靠在一起，用绳子连成一片不留空隙，
这样即使台风来了，海水也打不动，台风也掀不翻。

“抓紧绳子，趴在筏子上，赶快撤离！”一个、两
个、三个……在王彦平的指挥下，1小时后，46名渔
民陆续被救援人员护送上岸。

（本报文城7月31日电）

超强台风压境，渔民却不肯离船避风，
文昌边防支队口牙边防派出所所长
王彦平——

风魔手中“夺回”46条生命

抢救生命抢救生命

坚守岗位坚守岗位

抢修复电抢修复电

驰援孤岛驰援孤岛

⬆7月23日，一名武警官兵在海口街头进行路面清障后汗流满面。
➡7月23日，在海口市金垦路，武警海口市支队官兵在烈日下清理路障。
⬇7月19日，在文昌罗豆农场，武警海南总队一支队官兵转移受灾群众。

本栏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铁手担当 汗水深情

安全转移安全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