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朱帆

“您不走，就是再来100次，我也不
放弃！”7月18日下午，超强台风“威马
逊”即将登陆，早被雨水浇得湿透的大学
生村官、志愿者曾纪褓第三次来到定安
县定城镇大平和村，站在73岁的五保户
黄玉梅门前苦苦劝说，终于将她带到安
全地带。

在这场台风中，大平和村辖区内普
降暴雨并伴有大风，多处房屋损毁。然
而，2388名村民均得到妥善安置，无一
人伤亡。

年轻的力量在风雨中的琼岛处
处蓬勃昂扬。截至 7 月 31 日，在团
省委和省志愿者协会号召下，全省
共出动救灾重建志愿者 3.4 万余人
次，服务时长达 20.4 万余小时，用一
颗颗火热的心给灾区群众送去温
暖。

舍己为人
他将车辆逼停在高压线下

风暴步步逼近，7月18日下午，文
昌市昌洒镇已是狂风暴雨。刚刚结束了
群众转移工作的大学生中西部基层专项
志愿者符扬壮在回村路上，发现了一条
还通着电的高压电线被吹断，悬挂马路
中间。

他赶忙把车停靠路边，顶着风暴
吹袭和触电危险，站在电线不远指挥
车辆避让。然而，一辆轿车因暴雨阻
碍司机视线，竟径直向高压电线方向
驶去。

“危险！快停下！”符扬壮不顾一切
地挡在了车辆与高压电线之中，及时将
车辆逼停。好几次，随风飘摇的电线几
乎要靠到他的身上，他却说，“情况危急，
我管不了那么多！”

坚守岗位
他给村民搭帐篷“不顾家”

台风过境第二天，清晨6点，文昌市
志愿者王志坚再次出发。患有心肌炎的
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却一心想着
要去给受灾村民搭建帐篷，让他们能有
落脚安睡的地方。

每每休息，王志坚就一个人坐着看
看手机。屏幕上，是他的妻儿。台风登
陆那天，妻子给他发来信息，“家里停水
停电，孩子害怕得哭个不停！”可他终究
没有回去。

风灾发生后，团省委发起倡议，号召
全省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积极行动，
勇于加入救灾救助工作，身体力行支持
灾区恢复重建，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各级团组织、志愿组织
纷纷响应，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还组织

心理专家对灾区青少年儿童等群众进行
心理辅导、抚慰灾情等志愿服务，帮助灾
区青少年儿童从阴霾中走出。

舍小家顾大家，这些年轻人的心中
怀抱的，是更广阔的天空。

爱心对接
他让爱心与需求“对上号”

时至今日，共青团海口市美兰区委书
记陈文强的手机还总是滚烫着。每一天，
他都要换好几块手机电池，给平板电脑充
两次电，以保持与上千名志愿者的联系。

在这次风灾中，团美兰区委向灾区
群众提供了“订单式”志愿服务，即按居
民所需，安排志愿者定点上门提供服
务。大批大学生村官、青年志愿者多次
深入受灾乡镇，挨家挨户了解帮扶村的
受灾情况。房屋受灾面积具体到平方米
数，急需物资具体到拖鞋、卫生纸等细

节，全部做到“有图有真相、量化到小数
点”。截至7月27日，他们共按灾区需
求，送去食物、饮用水、药品、衣服等价值
6万元的爱心物资。

省青年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还积极联
系媒体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设立
12355热线志愿者招募专项咨询等，实
现志愿一线实际需求和社会人士志愿热
情的有序对接。

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树枝横断
的道路上，有志愿者顶着炎炎烈日清理
打扫；在房屋破败的村落里，有志愿者大
汗淋漓在为修复房屋添砖加瓦；在受灾
严重的群众家中，有志愿者递上一份份
暖人的物资……

风雨已经渐渐远去，琼岛又是一片新
绿。而这些心怀大爱的青年志愿者们，仍
擎着熊熊火炬，奔走在灾后狼藉的每个角
落，用温暖的双手将砖瓦拾起，将志愿精
神薪火传递。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风灾袭来，我省出动志愿者3.4万人次参与救灾重建，服务时长达20.4万余小时

志愿者：用爱心丈量服务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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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范南虹 通讯员王
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月18日，超强台风

“威马逊”重创海南，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上百亿
元。7月24日晚，“我们风雨同行”海南省7·18超
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举行，晚会上，社会各界积极
奉献爱心，纷纷认捐善款，共募集到23817.3万元
爱心捐款。

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自7月
24日晚至8月5日下午6时统计，义演认捐已到
账金额 10384.56 万元，其中省民政厅到账
9384.56万元，由省农信社系统直接捐到受灾市
县1000万元，占认捐金额的43.6%。

除了义演认捐善款外，社会各界还主动到
省民政厅捐款 3144.46 万元。至此，自7月 22
日省民政厅开展赈灾募捐活动以来，共接收
社会各界（含义演晚会认捐）捐款到账金额
12529.02 万元。

义演赈灾捐款
已到账10385万元

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
晚会募集善款第三批到账名单公告

海南省7·18超强台风赈灾义演晚会举办以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心和大力支持。截
至 2014 年 8 月 5 日，确认到账的善款累计达
10384.569万元。其中，新增到账善款金额2755
万元（其中：海南农信社系统直接捐往灾区市县
1000万元），分别由海南农信社、海南海钢集团有
限公司等17家企业捐赠，详细名单如下：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陈怡）记者今天从
省金融办获悉，为支持我省灾后重建工作，省内
100多家金融机构（含小贷公司）共认捐5088万
元，目前已到账2715万元。

其中，海南省农信社捐款1354万元；阳光保
险集团捐款500万元；国开行海南省分行捐款
300万元；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捐款200万元；光
大银行捐款100万元，这些金融机构的捐款目前
均已到账。

我省逾百家金融机构
捐款5088万元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何
江峰 实习生李艳）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省
教育工会直属工会已经累计捐款1630806元，为
遭受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的灾区奉献爱心。

7月22日，省教育厅组织厅机关以及省考试
局干部职工为灾区捐款活动，共捐款107197元，
其中厅机关干部职工捐款75600元。当天，省教
育工会印发通知，要求直属工会发动广大教职工
和干部捐款救灾，款项直接交给省民政厅。

据了解，虽然在暑假期间，但师生们的捐款爱
心不减。据悉，海南医学院师生捐款近50万元。
此外，海南中学、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等单位也踊
跃向灾区捐款，帮助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省教育直属工会
捐款163万元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刘贡 特
约记者吴彭保 通讯员陈创淼）今天上
午，由海口市供销社援助龙头蔬菜基地
种植户的15吨化肥，以及秀英农业科
技直通车，纷纷送到村里，开到田间地
头，农技专家们也顶着烈日，现场指导
菜农如何施肥管理及多样化种植。

“你们送的消毒药真是太及时了，
我家四口虾塘正等药消毒，不然损失惨
重。”8月5日上午，当秀英区西秀镇荣
山村养殖户王大彪拿到区农业科技直

通车送到村里的养殖消毒药品后，不住
地道谢。

西秀镇作为海口渔业养殖重镇，全
镇高位养虾、江蓠菜等养殖面积达4200
多亩，其中以荣山村、拔南村、博养村为
最多。但此次台风虾苗大量死亡。

海口秀英区农林局局长陈政介绍，
为提振养殖户的信心，帮助他们恢复生
产，减少损失，该局全省范围内采购了
一批灾后市场较紧缺的二氧化氯、二溴
海因颗粒等消毒药品，免费发放给养殖

户。陈政预计，全区灾后将争取渔业养
殖补充虾、鱼苗达到7000万尾。

在田间地头，灾后菜农抢种的小白
菜已长至3厘米，分栽的水葱已郁郁葱
葱。龙头村委会主任王世根介绍，龙
头蔬菜基地目前抢种了400多亩市场
短缺的小白菜、上海青、黑叶白等速生
叶菜，再需一周左右即可上市。恢复
正常生产后，龙头蔬菜基地每天有10
多吨叶菜供应海口，到时就可满足市
民爱吃本地叶菜的需要。

秀英农业科技助农民灾后抢种

400亩叶菜一周后上市

8月5日上午，爱心企业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通过省宋庆龄基金会向海口市龙华区、
美兰区环卫部门以及文昌市民政局捐赠了1485箱奶粉。此外，他们还将于6日下午奔赴定安，给
当地民政局再捐赠500箱奶粉。据了解，该公司此次捐赠的物资价值共计400万元。

通讯员 王惠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爱心物资
送灾区

本报文城8月5日电（记者况昌勋）
“威马逊”已过境18天，倒灌的海水也
早已退去，但是文昌罗豆农场的部分农
田，依然留下道道白色的盐渍。

今天，省农业厅厅长江华安带队调研
文昌海水倒灌土壤复耕问题，他表示，今
年土壤改良项目要向灾区倾斜，初步拿出
1000万元资金，改良海水倒灌农田。

罗豆农场港东村村民潘在勇家3亩
农田，被海水淹没了两天。“听老人讲，
1973年那次台风也使得琼海一些农田

被海水淹没，几年不能种庄稼。”潘在勇说。
“几年不能种，这种说法并不科

学。”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黄正恩和省土
肥站站长吕烈武均表示，此次由于盐是
由上而下浸入土壤，文昌大部分土地受
污染的程度不十分严重，但还没有到几
年不能耕种的严重程度。

日前，省土肥站在罗豆农场共头村、
渡头村、田心村和东溪村分别进行了抽
样，检测其土壤盐渍化程度。初步检测
显示，5个样本1个为中度盐土、3个为盐

渍化土（即轻度盐土）、1个非盐渍化土。
“非盐渍化土，对农作物不产生盐

害；盐渍化土对盐分极敏感的作物产
量可能产生影响；中度盐土则对耐盐
作物无多大影响。”吕烈武说，需要尽
快对土壤进行改良和根据实际情况种
植不同的农作物。

江华安表示，要加大取样检测密
度，进行实验分析，每一块田都要拿出
检测结果，并针对结果给每一户农民，
提出土壤改良方案和复耕方案。

省农业厅初步计划投入1000万元改良海水倒灌农田，并要求——

每一块田都要有“药方”去盐渍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马珂）今天，记者
从省卫计委获悉，解放军总后勤部十分关注超强
台风“威马逊”对海南造成的灾害。7月31日，解
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秦银河了解海南受灾情况
后，立即指示广州军区卫生部，派出医疗队伍参加
海南省灾后医疗救援工作。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医疗队共接诊患者
100余人次，另为200余人测量血压进行健康体
检，为当地群众发放近万元药品。解放军第一八
七中心医院医疗队在昌洒卫生院诊治患者98人
次，对卫生院2名重症病人进行查房会诊；并赴昌
洒镇昌茂山村进行诊疗，诊治病人216人次，免费
发放5.2万元药品。

解放军总后勤部指派
医疗队支援我省救灾

本报文城8月5日电（记者刘笑非
蔡倩）“我家鱼塘里有只鳄鱼！”一通紧
急电话，从文昌市铺前镇林梧村打来，
对于正在灾后重建的养殖户而言，这样
的食肉动物出现，不仅会危及人身安
全，更会对养殖业造成影响。铺前镇副
镇长曹地才在了解情况后，迅速联络了
海洋、渔业部门，和专业人士一起赶往
林梧村。

“在林梧村和七岭村交界的地
方，有一家鳄鱼养殖户，台风破坏了原
本的养殖设施，养殖的小鳄鱼都跑了
出来，文昌地区是没有野生鳄鱼的。”
曹地才介绍，逃出养殖池的鳄鱼，由
于未进食，所以才会出现在村民家的
鱼塘里。

据了解，逃出的鳄鱼约有10多只，

都是养殖的小鳄鱼，体重约10公斤左
右。“在出动人力四下搜捕鳄鱼的同
时，目前已经得知有鳗鱼养殖户和虾
苗养殖场在发现鳄鱼后，已自行消灭，
并未构成太大威胁。”曹地才说，经过
一天时间的搜寻，各部门发现并消除
的鳄鱼隐患共有3处，加上村民自行捕
杀的鳄鱼，目前应该还有3只左右的小
鳄鱼未找到。

而记者从养殖户处了解到，养殖池
内剩下的鳄鱼已经全部出售，因此不会
再出现鳄鱼出逃的情况。林梧村、七岭
村的村民听说鳄鱼出逃后，并未引起恐
慌。因为鳄鱼普遍较小，村民发现后大
多能够自行处理，而铺前镇政府出动的
人力仍在搜寻中，确保鳄鱼不会造成人
员受伤。

台风损坏养殖池，10多只小鳄鱼四处逃窜

铺前镇多部门出动除“鳄”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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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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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村民何其波算了一笔账：种水稻

耗时三四个月，每亩净收入最多 700
元左右。而如果外出打工，三四个月
两人收入不会低于五六千元。许多群
众都觉得把土地流转出去，自己打工
更实惠。土地流转出去的规模经营，为
农村群众发家致富提供了更多选择，也
铺就了更宽广的道路。

与此同时，东方市进一步完善乡镇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建设，逐步形成“村
有信息员、乡镇有服务窗口、市有流转
服务大厅”的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建立
农村土地流转估值定价机制，完善土地

流转扶持政策，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
进农业适度规范发展。

据悉，2012 年至今，东方已累计
为 2670 个农户完善了流转合同，累
计发布 320 宗、9.31 万亩土地寻租信
息，促成 120 宗、3.53 万亩土地的流
转，土地平均租金每亩每年在 500元
左右，有力促进了全市农业的发展和
农民增收。

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说，农民有了
土地权证就有了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法律凭证，就能实现土地权益的合法
化、有形化、实物化和财产化。“土地生
金”，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让“活”起来的土地生金

寻找抗击“威马逊”的海口好人
评选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

本报海口 8 月 5 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今天，由中共海口市
委宣传部、海口市文明办主办的寻找
抗击“威马逊”中海口好人评选活动正
式启动。评选活动将持续至 9 月 30
日，分为寻找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
好人以及征集抗击“威马逊”图片两大
部分。

其中，寻找抗击“威马逊”中海口
好人评选活动，将评出抗击“威马逊”
中海口好人10名，抗击“威马逊”中海
口好人提名奖 10名。市民可通过媒
体推荐、部门推荐、公众推荐、“热带
播报”微信公众平台推荐等多种方式
参与。为提高大众的参与度，进行全
市范围内的公众投票评选，海口网将
开设寻找抗击“威马逊”中的海口好人

评选活动投票平台，网上公示候选名
单、评选程序以及评选标准等，并实时
公布评选投票情况。市民可登录海口
网（www.hkwb.net）下载《寻找抗击

“威马逊”中的海口好人推荐申报
表》，并于 8 月 20 日 17：00 前将人物
照片及申报表电子版发送至活动邮箱
（hkwbhdong@163.com），申报表纸
质材料送至海口市南沙路 69号海口
晚报社 403 室，电 话（传真）：0898-
66835635。

抗击“威马逊”中涌现出的感动瞬
间、好人好图、温暖画面、温馨时刻
等，可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及活动公
共邮箱（hkwbhdong@163.com），要
求图片与“威马逊”有关，且内容真实
无涂改等。

◀上接A01版
不良率仅为0.9%，低于年初0.01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我省上半年保险业风
险服务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截至6月
末，全省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到
47.99 亿元，赔付支出 15.38 亿元，同
比增长48.82%，保险深度和密度明显
提升。

298亿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的
力度持续增强，我省存、贷款余额在上半
年实现双突破。”省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兴

奋地说。
截至 6 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突破 5000 亿
关 口 ，达 5060.49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421.7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9.98% 。 本 外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突
破 6000 亿 关 口 ，达 到 6322.30 亿
元，比年初增加 369.80 亿元，同比
增长 14.3%。

在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全省金
融机构上半年已累计放贷298.27亿元，

支持重点项目216个。为做好西环高铁
融资工作，省金融办多次协调工农中建
等银行与省跨海办进行对接，为我省重
点项目西环铁路争取到总额为135.5亿
元的银团贷款。

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34亿

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省金融
办今年起草并印发了《海南省2014年
金融改革创新指导意见》，提出我省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增加至1.45亿元，
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
度。上半年，全省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
34.0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贷
款14.4亿元。

此外，省金融办大力推进农民小额
贷款工作，截至6月末，全省本年累计
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17.26
亿元。

更值得一提的是，小额贷款公司日
益成为我省支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发展

不可或缺的力量。上半年我省36家小
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三农和中小微企业
贷款 11.6 亿元，占全部累放贷款的
62.3%。

直接融资方面，在今年国内外整
个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我省直
接融资持续活跃。上半年，省发展控
股、交通控股等 9家企业通过发行债
券、中期票据和增发融资等方式实现
直接融资80.16亿元；海南中视文化、
琼中农信联社成功在“新三板”挂牌，
另有 4家企业在上海、天津等区域性
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交易，这些利好都
表明海南的融资结构更加完善，融资
渠道更加丰富。

为实体经济持续“输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