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灾区一线的报告■ 本报记者 单憬岗

今天上午，在从曲口到北港的渡轮
上，3岁的北港岛小岛民饶宏瑞跑上跑
下，非常活泼。

“他是好样的，刮台风时没吃没喝1天
半，不哭不闹，从小就继承了我们北港人不
服输的脾气！”他爷爷饶朝模骄傲地说。

7月 18日，17级超强台风侵袭海
南，位于琼北东寨湾口的孤岛北港岛正
好处在台风路径上，遭受了罕见的重大
损失。但不服输的北港人却以坚强的毅
力、不屈的斗志，在台风过后的一片狼藉
中，迅速重新站了起来。用演丰镇镇长
熊延胜的话来说就是：“台风打跑了渔
排，却打不走北港人的精气神！”

阿婆的乐观豁达

今天，海口第四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孙
军坐在北港码头边的小凉亭接诊病人。

“原本以为会很忙，没想到一整天才
来了10个病人。”他说，台风过后海口8
家医院轮流到北港值班，第一天光是来
看皮肤病的就有六七十人。7月26日
他首次上岛时，70多个病人中有三十几
个皮肤病人。“但这些天病人越来越少
了，今天来看的都是常见病，看来岛上已
恢复常态了。”

然而，令他感受最深的不是有多少
病人，而是他们虽然遭了这么大的灾，心
态却放得很开！

正说着，62岁的阿婆吴荣香从铺前
赶集回来，一根木棍子一头挑着一袋二
三十斤重的冰，一头挑着一个大泡沫箱
子和一堆杂货。

“医生来来来，帮我看一下手和脚。”
吴阿婆大声笑着说，人们这才发现她的
左手食指上有一道结了泡沫状黑痂的刀
痕，这是老人昨天用砍刀开路时不小心
砍到的；右脚则包着1个大大的纱布包，
原来是7月19日在抢险时被钉子扎到
的。她就这样跛着脚、蜷起手从海对面
的铺前镇挑回了50多斤重的担子。

“台风那天哭得要命，泪水都流干
了！所以现在每天都要笑！”吴阿婆笑着
说，刮台风那天，家里所有的电器、家具
都被冲走了，唯一的一条船也被打坏了，
现在一贫如洗。“可生活还要过啊，而且
要过得更好！政府很不错，不但救了全
村人的命，还发米、发油、发棉被，修水、
修电、修道路，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你看看，他们就是这样，哪怕积累
几十年的家当都没了，还是这么笑呵呵
的。”孙军感动地说。

老渔民的永不言弃

今天中午11时半，耳背的58岁老
渔民陈泽荣，依然打着赤膊、穿着短裤跳
在海水里，与一艘被台风打坏的破烂渔
船“较劲”。虽然他的儿女都认为这艘船
已完全坏掉，没有修理的价值了。

“修船每天要100多元工钱，他舍不
得这些工钱，自己一个人拿着钳子每天
来修一点。”边上的村民看着老汉说，陈
泽荣家这次遭灾很重，价值三四万的渔

船坏了还是小问题，他家渔排上的30个
网箱被台风打得无影无踪才是大问题。

“每个网箱里都有很多鱼，加起来损
失100多万元！”老汉的女儿陈云花说。
虽然已连续找了12天，倔强的老汉还是
希望能够在海上找到渔排的踪影，于是
每天带着儿子和女婿，找遍附近几十平
方公里的海域。

“现在就是想着能够从银行贷到政
府贴息的贷款。如果贷给我家50万元，
我相信一定能在5年内全部还上！”陈云
花明显继承了老汉的倔强和精明，她算
了一笔账，去年全家渔排收入一二十万

元，因此保守估计5年还上50万元压力
一点都不大。

比陈泽荣损失更大的是56岁的陈
泽学，他从台风前的全岛首富变成台风
后的全岛“首负”。

2001年就开始养渔排的他，是北港
首个尝试养渔排的人。他从最初的12
个网箱发展到台风前的180多个网箱，
这次台风中全部损失干净，总损失达到
500多万元，其中包括100多万元的借
款，光欠海口恒兴鱼饲料厂的饲料款就
有80多万元。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贴息贷款就好

了。”他信心十足地说，“只要给我贷款，
风调雨顺的话两三年就能还上。我有能
力、有经验、有人脉，相信三五年内就能
达到台风前的规模！”

他家有着良好的信誉。台风过后第
二天，恒兴饲料总经理就亲自登门拜访，
表示只要他继续发展渔排，不仅老账暂
不偿还，还愿意继续赊销饲料给他家。

村干部的“冰火两重天”

台风过后，北港岛道头村民小组副组
长陈奕潮过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日子，在

外头他饱受村民赞誉，在家里却被妻子骂
得“狗血淋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台风中他家有27个网箱被刮
跑了，损失近百万元。作为村干部的他
却一头扑在救灾重建上：发物资、统计损
失、抽水、守夜、捞渔船、清路障，甚至为
孤寡老人送饭，样样离不开他。村里的
事顾上了，可家里的渔排却不见踪影10
多天了。对此，陈奕潮有自己的解释：

“整个岛是一个家，分那么多你我他干
啥？”

妻子眼见着一些村民接连找到了
渔排，或多或少地挽回了一点损失，自
己由于不会驾船、力气又不够，没办法
去找渔排，不由得火冒三丈，每次见到
丈夫就是一顿臭骂。终于等到村里的
事情慢慢走上了正规，陈奕潮才在今天
抽出空去找渔排，“知道位置了，明天去
拉回来。”

演丰镇人大主席翁裕和说，整个北
港村损失估计达到1.6亿元，其中生产
方面的损失就占60%，光损失网箱就达
到1810个，渔船140艘，“网箱、渔船一
个不剩，全部被台风打跑了！”

目前，全岛水、电都已修复，道路全
部打通，卫生清洁也基本完成。20多名
干部帮助群众一起找回渔船20艘。但
光靠岛民自己还无法迅速恢复渔业生
产，找回的渔排上的浮筒、渔网、塑料杆
等都不到渔排损失的1%；找回的渔船
才20艘，都要修理。他和岛上渔民一样
呼吁银行提供贷款，政府贴息。

岛民的新生活

今天上午，美兰区消防大队教导员
杨红平带来35名官兵和4台电锯，准备
为村民开路，结果跑遍全岛却发现电锯
没有用武之地。原来，勤劳的岛民已将
岛上所有的路全部清理完毕了。

村民陈泽河家里的船在台风期间被
打坏了，留下2米多长的窟窿。但是他
花了2000多元，今天刚刚修好。看到记
者问起，他兴奋地跑到船上，揭起船舱的
盖子，所有的窟窿都修好了，新漆焕然，

“我们准备明天出海。”
来自文昌锦山镇的黄兹武，带着15

个工人，背着工具、铺盖卷，预备在岛上
大干七八天，把全岛的水管全部换成新
的。今天下午，政府拨款30万元购置的
长度达到1.7公里的全新水管运到了码
头，黄兹武带着工友和村民一起喜滋滋
地把水管搬上了岸。

“北港的水管用了十七八年了，破损
严重，这次被台风打过、海水泡过后，破
损更加厉害。”熊延胜说，考虑到村里的
水管送水经常出现浊水和泥沙，政府决
定拨款帮助购置新水管。

正在大家搬水管的时候，北港码头
的外海响起了一连串鞭炮声。满脸笑容
的村委会主任陈奕虎说，台风期间北港
渡轮被打烂，美兰区政府迅速拨款29万
元从海口一家船厂买来了一艘全新的渡
轮，被命名为“北港渡2号”。今天他专
程到海口把这条新船“接”回了北港：“渡
轮换了新的，我们的生活也要换新的
了。”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狂风吹不倒他们，洪水淹不垮他们，巨额损失也吓不倒他们——

台风打不掉北港人的精气神！

7月31日中午，北港岛村民正在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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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姗娜 实习生 林诗婷

“来电了，太好了，终于来电了！”7
月30日下午3时，76岁的北港岛村民
陈勋光大声呐喊着。在近300名电力
抢修人员争分夺秒抢修下，这座孤岛终
于全面复电。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席卷
北港岛，电力设施被完全摧毁。

北港岛上的电跨海而来，岛上和岛
对岸的两座铁塔架起了电流奔腾的线
路。狂风过后，岛上唯一的电工陈长宽
出门检查线路情况，发现杆塔被拦腰折
断，导线七零八落交错缠绕，就连这座
岛上的铁塔也倒下了。看着这一幕，陈
长宽不禁红了眼眶：“从1992年岛上通
电以来，就没看过这么狼藉的场面。我
们是要重新搭建一个属于北港的电网
啊！”

北港岛位于东寨港出海口处，是海

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北港村所在地，这是
一个400多年前的琼北大地震中幸存
下来的村庄，原本与陆地相连的北港村
在那次地震后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座
孤岛。

从陆地上重新定制铁塔、电杆和导
线，运到岛上来，再立杆架线。看上去
如此简单的步骤，对于这个往来交通都
靠船的小岛来说，却要耗费不少时间和
大量经济成本。

在材料送到岛上之前，陈长宽和乡
亲们一起巡线，清理线路周边的树障，
为电力抢修队尽可能地节约宝贵时
间。陈长宽仔细检查每一个变压器、
家家户户的计量表，做好统计。他总
想着再仔细一点，看能不能发现幸存
的电力设备。

“从岛上有电开始，宽伯就一直守
着北港的光明。这些杆和线就像是他
的孩子，他心里一定不好受。”随行给陈
长宽帮忙的乡亲理解这位老电工心里

的难过。
7月25日，货船载着一批又一批的

材料运到北港，先后集结的近300名供
电抢修人员争分夺秒抢修。但是，任何
日用品都要到岛对岸采购的岛民等不
及了。这时，海口供电局决定：保障民生
最重要，先把发电机运到岛上去应急！

据陈长宽回忆，抢修队伍于7月24
日将发电机送到村里，本来可以早一点
送到，但是由于风大雨大，交通工具无
法运送大容量发电机，只能换成三台小
容量的发电机，24日村里就有电了。

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积水没过一层
半楼，村里所有电表全部被水淹没，电
力设备严重损坏。数日来的昼夜连续
抢修，抢修工人马不停蹄地立起新杆，
拉起新线，换上新电表。村民们把这些
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拿出台风后家
里最宝贵的矿泉水送给抢修工人。

7月29日，全村263块计量表已全
部更换，公用线路已全部带电，但由于
各家各户低压线路受损严重，只要一送
电，变压器就会跳闸。经过抢修人员逐
点排查故障，终于在7月30日下午3时
全部恢复全村通电。

北港岛亮了，村民们乐了。抢修队
员们又整装前往下一个受灾点，去重燃
另一处灯火！（本报海口7月31日讯）

近300名供电人员数日昼夜连续抢修

孤岛北港村来电了！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
罗霞 实习生吴小璠 陈秋云）在
今天由省工商联（总商会）举行的
非公经济企业灾后重建、恢复生
产专题会议上，我省非公企业反

映最多的灾后重建问题是资金难题，希望税务部
门根据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加紧开展减免税工作，
建议金融机构给予企业贷款利息的减免。

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现行税收政策
中，一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我省企业进行灾后重
建，涉及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车船税、资源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
值税等。比如企业所得税方面，企业因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在向主管税务机关
进行专项申报后，可以在税前扣除；企业通过公益
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
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
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海南金鹿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茂希
望，我省税务部门能加快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让更
多的受灾企业尽早享受到税收优惠，同时海口仓
储物流行业在此次台风中受灾严重，希望政府能
给予相关资金扶持。

海南赛伯乐教育集团等相关企业负责人提
出，不少民营企业此次受灾严重，是我省有史以来
民营企业受损最大的一次，希望我省能进一步加
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采取减息等方式支持
中小企业的发展。

我省民营企业遭有史以来最大损失

受灾企业盼减息减税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
邵长春 实习生周川又 通讯员袁
琳）记者从省建筑机械施工协会
获悉，7月 18日超强台风“威马
逊”正面袭击我省，对建筑工地造

成重大破坏，中国建筑业协会机械管理与租赁分
会组织了国内部分专家，对海南地区因台风造成
塔机倒塌和受损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今天正
式出具了调查报告：海南应制定符合本地区气候
条件的塔机准入标准和应急预案。

据了解，本次超强台风造成了海口、文昌、澄
迈、琼海等市县至少120台塔机倒塌、130余台塔
机倾斜或严重受损。调查组通过对7个事故现场
20台倒塌、受损塔机现场查勘，认为风力过大是导
致以上塔机倒塌或受损的主要原因，但国内塔机设
计标准和规范，是针对所有一般地区的，而海南等
沿海地区属于台风多发地区，这些地区目前并未制
定符合本区域气候条件的塔机准入地方标准，以至
于进入这些地区的塔机不能完全满足抗风需要。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均属于台风多发
地区，但以上这些地区和国家在遭受强台风袭击
时，并未出现塔机成片倒塌和受损的现象，得益于
这些地区与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地区准入标准、制
作了完备的应急预案。

据了解，省建筑机械协会于7月16日下午3
点半就在其行业网站上发布了台风预警并发布了
预防塔机、施工电梯的应急预案，应该说有充足的
预防时间。但从事故调查情况看，所有倒塌或受
损塔机，均未做出相应预防。

专家组认为，海南建筑业在经济中占有很大
比重，应制定符合本地区气候条件的塔机设计、制
造准入地方标准和条件，并学习借鉴香港、台湾地
区的做法，制定海南地区防台风专项预案和管理
办法。

建筑工地塔机损失惨重
专家建议制定防风地方标准

海南塔机应更“强壮”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
陈怡）随着海口、文昌城区、主要
镇区通信逐步恢复，通信灾后重
建工作推进到乡村基站复电、光
缆抢通阶段，通信行业力求在最

短时间内打通通信网络的最后一公里，保障偏远
乡村的通信供应。

“威马逊”过后，我省通信故障申报量达到平
时的六七倍，抢修工作量明显增加。由于抢修工
作任务重，通信行业紧急从全省抽调抢修人员支
援海口、文昌。今天，“威马逊”灾后通信抢修工作
已进入第13天，我省通信行业已出动4.6万人次
进行通信抢修，至今每天仍有近5000人的抢修队
伍在受灾地区继续抢修。

海南电信一线抢修人员吴波自从7月19日
被紧急调派至文昌支援后，至今仍在文昌昌洒、抱
罗、翁田等重灾乡镇进行通信抢修工作，已有2
个星期没有回家，孩子生病住院也无法亲自照顾，
只能通过微信询问孩子康复情况。正是一批批通
信抢修人员的不懈努力，全省通信抢修工作得以
快速推进。

据了解，海南电信在海口、文昌城镇地区的通信
已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海南移动在海口、文昌城区
移动手机通信基本恢复正常，海南联通全省通信网
络基本恢复正常。党政军等政企重要通信保障方
面，通信行业及时进行灾后抢通，保障了各级党政
军、三防办以及海航、消防支队、省监测台、航标雷达
站、中行、中石化、中海油等重点单位通信畅通。

灾后重建以来，通信抢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下阶段保通信任务重心向乡镇转移。据悉，多
家运营商正在集中发力，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打通
通信网络的最后一公里。此外，为了保障文昌、海
口等重灾乡镇的通信，多辆应急通信车开到了翁
田等乡镇，保障一些未通电的行政村和自然村维
持正常通信，但目前通信信号相对较弱。

通信抢修预计最快将在8月份全面抢通。

通信抢修转战乡村
预计8月全面抢通

民企

塔机

7月31日中午，北港岛村民正在打捞
沉船。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7月31日中午，北港岛村民正在搬运新的水管。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北港岛不

■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魏月蘅

“我们有特殊救援越野车，全岛都有
我们的车，只需要在电台里呼叫最近的
车辆就可以展开救援。”7月18日，台风

“威马逊”袭击海南当天，海南省汽车运
动协会的这条信息在微信和微博上被疯
狂转发，协会副秘书长李俊龙接到1000
多个求助电话。

18日晚上9点多，台风呼啸，暴雨
致能见度不足2米，海口45条主要道路
严重积水。家住海口市尾丹村的孕妇李
女士当时开始出现生产征兆，作为消防
员的丈夫正在执行救援命令联系不上。
李女士只好四处打电话求助。“打120，
120说它的车因为道路积水来不了。”正
当李女士快要绝望时，她在微信朋友圈
中看到了汽车运动协会留下的联系方

式。李女士立马拨了过去。电话打通后
不久，一辆越野车随即赶到，接上李女
士，在一米深的积水中艰难前行。到医
院时，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孕妇和胎儿
会因难产而有生命危险。

李俊龙介绍，台风登陆当晚及次日，
协会40辆经过改装的越野车全部出动，
救援130多次，共解救全省各地近100名
被困民众。所有车友都不要报酬。当晚
很多路段的积水没过了发动机盖，导致三
辆车受损，但车主没有一句怨言。

台风过后第二天，汽车运动协会又
将救援工作从救人转为运送物资与帮助
灾后重建。“我们每天往文昌灾区送去的
物资有10吨左右，最多时可达20吨。”
李俊龙说。

现在汽车运动协会正准备与民政部门
和民间公益组织配合，将更多的急需物资送
往灾区，帮助灾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4年07月
31日05 版）

风雨中的越野车
中央媒体看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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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动态

7 月 28 日，海口
市秀英区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主任候中伟
（右）在东山镇统历岭
常年蔬菜生产基地，
指导灾后生产自救。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送技术到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