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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那次的河边游玩就像一场噩梦，要
不是在附近捕鱼的黄定勇及时相救，我
这场噩梦恐怕就永远也醒不来了。”今
天，来自贵州遵义的女游客喻文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黄定勇是她和小杰的
救命恩人，她会永远铭记在心。

今年40岁的共产党员黄定勇是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什当村一位黎
族村民。7月12日下午，两名游客不慎落
水，在听到呼救声后，黄定勇跳进深水中，
最终将两名女子救起。当获救游客询问

其姓名和联系方式时，都被回绝了，游客
找上门来送现金感谢，他也婉拒了。

手机拍照寻找救人者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点保亭
什玲河。每到夏天，什玲河是周边村民
消暑的好地方。然而什玲河有些地方水
流湍急，有些地方看似平静，却有暗流漩
涡，贸然下河存在一定危险。

7月12日下午，从贵州来海南走亲
探友的喻文芳，带着朋友的14岁女儿小
杰到什玲河边玩，两人都不识水性。“小
杰踩的石头很滑，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
我虽不会游泳，但觉得距岸边近，凭自己
能力应该可以把她拉上来，没想到自己
也滑进水中。”喻文芳说，跌落的地方水
流很急，她和小杰被冲进了深水区，她开
始举起手大声呼救。在下游不远处捕鱼

的黄定勇听见了，赶紧跑来救起她俩。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多

少，他不肯说。在他要离开时，我拿手机
拍了一张照片。”喻文芳说，通过这张照
片她才找到黄定勇。

救人不图名和利

7月14日，喻文芳与她的朋友带着
小杰来到什当村黄定勇家里，当面感谢
救命恩人。喻文芳想送点现金，表达谢
意，黄定勇当场就拒绝了。“我救人不图
钱，也不图名。”黄定勇说。

“我看到她们在水中挣扎，心里也很
慌张。幸好我平时常到河里捕鱼，水性
还不错。再加上平时干农活，体力也能
跟得上。”黄定勇来不及多想，连衣服都
没来得及脱，就跳进水中。

“两名女子落水的地方水流较急，水

深在3米左右。”黄定勇说，在水中救人
非常耗体力，他把两名女子都救上岸后，
自己也筋疲力尽了。“见死不救会遭到良
心谴责，会后悔一辈子。”黄定勇朴实的
话，道出他救人的原动力。

黄定勇回家并没有把救人的事立即
告诉别人，直到喻文芳等人上门道谢，黄
定勇的妻子才知道他下河救人的事。“黄
定勇平时话不多，我也不知道他救人的
事，是什玲镇政府工作人员下来调查才
知道的。”村民黄召梁告诉记者，黄定勇
在村里口碑不错，乐于助人，村里如果有
人建房子，他会主动去帮忙。

镇政府对其进行表彰

7月18日，喻文芳拨通了保亭什玲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的电话，把黄定勇下
水救人的过程告诉办公室工作人员。

什玲镇党政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接
下来几天时间，他和镇政府几位工作人
员下村调查核实，确实是这样，现在什
玲镇政府已经正式把黄定勇见义勇为
材料报给保亭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
等部门。

什玲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定
勇不顾个人安危救落水者，是见义勇为
的表现。镇政府决定对其进行表彰。

今天下午，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黄定勇家，代表保
亭县委、县政府给黄定勇送上慰问金。“你
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下
水救人，这种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
值得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王昱正说，作为
一名基层党员，做了好事选择默默离开，
这种不图名，不图利的品格，更难能可贵，
这种精神要大力弘扬。

（本报保城8月5日电）

保亭什当村黎族党员黄定勇救起落水游客后默默离开，婉拒酬金

“见死不救，我会后悔一辈子”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好好天涯 人人

本报营根8月5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
黄娇婧）今年8月3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镇一槟榔园内发现一具尸体，经该县警方4小
时奋战，终于侦破案件。

今年8月3日16时22分许，琼中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黎母山镇槟榔园内发现
一具尸体。接到报警后，该局立即组织侦查员、法
医、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这
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故意杀人案，死者王某被
人肢解后埋入槟榔园内。

经过现场走访调查，初步确定死者王某（女）
与村民李某某是男女朋友关系，同居两个余月，两
人经常发生争执，案发后，李某某已不知去向。根
据调查和掌握相关的证据，侦查人员将李某某锁
定为犯罪嫌疑人，并对其进行严密布控。8月3日
20时34分，办案人员在琼中县城一家宾馆将李
某某抓获，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琼中警方4小时
侦破一宗杀人案

本报海口8月 5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吕书圣）今天，海口市公安消
防支队龙华大队将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电
钻过失操作产生火花引燃仓库可燃物的
骆某和周某，送往海口市拘留所进行为
期10天的行政拘留。

8月4日，骆某和周某在海南锦州
食品有限公司苍西村9号仓库清理铁

皮屋顶，在使用电钻拧开铁皮上的螺丝
时，出现过失操作致使电钻产生火花掉
落在仓库的纸箱上引发火灾。海口市
龙华消防大队依法给予当事人骆某和
周某各行政拘留10日处罚，两人对火
灾事故原因认定均无异议。

据海口市消防支队防火处负责人提
醒广大施工单位，施工现场火花四处飞

溅，操作不慎极易引发火灾。因此，进行
电焊、电钻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时，必须
要聘请有专业资质的人员，做到持证上
岗，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并采取相应
的消防安全防护措施。一旦违反规定使
用明火作业，或者过失引发火灾的，尚不
构成犯罪的，将被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
的行政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两电钻工过失操作引火灾被拘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傅人意）在此次
超强台风“威马逊”中，文昌市翁田镇明月乡大崀
村成为重灾区。和其他村民一样，林克昌一家房
屋被台风摧毁，原本作为一家主要经济来源的胡
椒和养殖的文昌鸡也被一扫而空。令这个原本并
不富裕的家庭更忧心的是，29岁的林克昌患上了
再生障碍性贫血，目前正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治疗，现急需好心人捐献O型血小板。

林克昌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广东省一家企业
工作，2013年9月，在单位组织体检时，被检查出
血小板偏低。随后，林克昌开始出现牙龈、舌头、
皮下出血，后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

目前，林克昌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已出现肺
部感染。治疗至今，已花费10多万元。目前院
方正在抓紧治疗，待康复后将开展造血干细胞移
植。整个疗程预计需要60万元。据介绍，林克
昌在进行ATG治疗前和换骨髓的过程中都需要
O型血捐献者为他献血，希望更多人能伸出援手。

林克昌的父亲林鸿琳今年60岁，在文昌市
明月小学任小学教师，早年患有心脏病，于3年
前花费十几万元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每月还得
服药，费用800元。母亲韩金菊，今年58岁，体
弱多病，在家务农。哥哥林克雄主要靠务农为
生，因收成不好长期负债，前年刚还清债款。

如有好心人愿意献出这份爱心，请与林克雄
联系：13976816162。

文昌29岁小伙患再生障碍性贫血

盼好人献O型血小板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日从省检察院获悉，海南洋浦建设公司原总经理
李元刚（现任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开发建设公
司总经理）、海南省洋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原
投资计划部部长杜泊孟、海南万泉实业总公司党
委书记陈建东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
查。海口市第九小学教师、工资专办员符恒涉嫌
挪用公款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我省四名干部
被立案侦查

8月5日 龙头山 阵雨

灾区日记

阿婆掏出梨给大家，感谢救援队前来支援。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于伟慧

鲁甸地震的重灾区在龙头山镇，进
入龙头山镇，发现路况受损比想象中的
更严重。

早上七点半从鲁甸县城出发，车子
刚刚开出不到半个小时，前方道路拥堵
无法继续前行。

在这条生命的通道上，停满了各种
救援和物资运送车辆。路上执勤交警
告诉我们，通往龙头山镇的路一直在抢
修，由于塌方不断，还没有接到完全通
车的通知。

带上安全帽，找了当地老乡的摩托
车，和运送物资的救援摩托车队一起进
入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摩托车还没驶出小寨镇（鲁甸县城
和龙头山镇中间的一个镇），发现山路
愈发难走，路上的碎石，把整条路几乎
堆满，有些路段，山上掉下来的巨石砸
在公路上，把整个路面砸出巨大裂痕，

工程车正在抢修，摩托车无法前行，还
有5公里，只能徒步进入。

越是靠近龙头山镇，感觉灾情越为
明显，江边两旁是震裂震塌的房屋，个
别地方公路的半边都已震落江中。

沿途其他车辆都在为救护车让
路。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通讯和电
力抢修人员，都选择徒步进入灾区。

进入龙头山镇光明村的路口，是地
震塌方非常严重的一个路段，救援队一
边望着山崖上的落石，一边肩扛着物资
飞跑。

工程车不间断地清障，山体在不停
地塌方，真为施工人员捏一把汗。

“轰——轰——”突然听到两声巨
响，我们赶紧跑，直到看到江对面的浓烟，
才知道是在进行公路抢通的工程爆破。

下午一点半，救援物资终于抵达光
明村的黄家林小组，记者看到村里的民
房倒塌严重，但村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
保障，救援人员送来了生活必需品，村
民们知道，这几公里的山路，救灾队员
几乎是伴着一路飞石，奔跑而来。

（本报云南鲁甸8月5日电）

一路飞石 一路飞跑
艰难5公里 走进龙头山

■ 本报特派记者 于伟慧

地震的时候，他正在鲁甸县城做
工程装修，得知灾情严重，他立即骑
上摩托车赶往龙头山镇，他首先想到
的是，震后会造成公路塌方，车辆可
能无法进入，也许摩托车会成为唯一
的交通工具。连续3天，他一直跑在
鲁甸到龙头山镇这条生命交通线上，
帮着运送伤员，运送物资，运送救援
队员，他就是鲁甸县文屏镇安阁村村
民徐加红。

和他一样，在文屏镇里，有40多位
这样的群众，用摩托车组成了一个运输
小分队，在这条狭窄的通道上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在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平均
每位队员运送人员50多人次，大大加
快了救援速度。

今天上午，记者在鲁甸通往龙头
山的路上，见到了这支摩托车小分
队，并在车辆无法通行的路段，乘坐
了小分队的摩托车，节省了很多时间
和体力。

据徐加红介绍，在地震的当天下午
五点多，他回到家后看家里灾情并无大
碍，就开着摩托车到了鲁甸到龙头山路
段，开始用摩托车运送人员。

“其实我们力量也很有限，但是能
把许多人员运送到重灾区，我们也算尽
了一份责任。”这位20多岁的小伙子用
质朴的言语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3日忙到很晚回家后，许多村民都
知道他参加了救援，村民们便自发组建
了一个有40多人的摩托车小分队，文
屏镇联合村的村民李明松得知此消息
后，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

厦门北极星救援队队长林得华
说，震后道路不畅通时，这种摩托车小
分队的作用非常大，在公路阻塞的路
段，如果几段能形成接力，将大大提高
救援速度。

就在今天，山西天龙救援队、北京
绿野救援队、宁波四明救援队等多个救
援队，正是通过这个摩托车小分队把人
员和物资送到了目的地。

（本报云南鲁甸8月5日电）

40人组建摩托运输队救灾

本报海口8月 5日讯 （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林宇）昨晚8时许，海口市灵
山镇新管村南调村小组的一处林地发生
火灾，过火面积约1万平方米，所幸无人
员伤亡。

海口消防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
国兴中队17名指战员和1辆抢险救援消

防车，2辆水罐车赶赴现场。当晚，因道
路狭窄，消防车无法到达火场，中队官兵
只得抬上灭火装备，徒步行进赶往现场。

经询问侦查，南调村有片林地因台
风袭击，留下许多枯枝败叶，没有及时清
理，不慎引发火灾。当晚10时45分，大
部分明火被成功扑灭。

海口灵山一处林地起火
过火面积约1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吕莹玉）为了争
抢工程，一男子持枪将他人打伤。近日，海口美兰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依法作出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在海口市美兰区桂林
洋海边一工地内，因阻止周某某等人争抢工程，林某
才伙同同案犯林某新（在逃）、林某裕、林某为（在逃）
及林某新组织的二十余名临高籍男子，持枪、钢筋、
石块等器械与周某某、李某芬、李某春等十余人相互
斗殴。在斗殴过程中，林某才持枪将李某春打伤。

据悉，林某才，男，33岁，于2013年7月20日
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3日被逮捕。

公安机关在林某才家中对涉案枪支进行搜查，
林某才妻子郑某某上缴林某才非法持有的两支枪
支。经鉴定，其中一支为国产制式4.5mm折把气步
枪，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支，具有致伤
力；另一支是用广州产的三箭牌气步枪改制的火药
枪，是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枪支，具有致伤力。

美兰法院认为，林某才为阻止他人争抢工程，
持枪聚集众人斗殴，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同
时违反国家对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3年6个月。

为抢工程聚众斗殴
非法持枪被判重刑

本报八所8月5日电（记者杨勇 通讯员曾
群飞 左洪昌）7月底，东方边防支队四更边防派
出所成功破获一起销售伪劣卷烟案，逮捕一名犯
罪嫌疑人，涉案金额120多万元。

7月24日，山东平原县公安局民警向四更边
防派出所转交了一份《协助调查函》，据称一名网
上在逃人员正在四更边防辖区务工。四更边防派
出所迅速展开搜捕工作，四更镇英显村黑树港虾
塘务工人员崔某渐渐进入民警的视线。

此时，虾塘发生一起车辆被盗案，崔某恰好是
重要的回访人员。7月30日，民警借案件回访时
机，对崔某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实，在警方掌握了
大量的事实证据后，崔某接受了民警的调查。目
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已移交山东警方。

售伪嫌犯东方落网
涉案金额120余万

8月5日下午，昭通电信组织的党员突击队，徒步往云南龙头山镇灾区运送给养
物资。据悉，他们已是第四批，前面的同事已把光纤信缆抢通。

本报特派记者 武威 摄

党员突击队
送给养物资

本报云南鲁甸8月5日电（特派记
者于伟慧）今天上午，三亚市红十字灾
害应急救援队（以下简称：三亚救援队）
抵达小寨镇后，车辆无法前行，队员徒
步进入水磨镇营地村进行物资运送与
搜救，而与三亚救援队同时展开救援的
另外11支民间专业救援队，今天也纷

纷克服道路不通、天降暴雨等不利因
素，进入重灾区龙头山镇、水磨镇等地。

芦山地震时，当宝兴县还是一座地
震“孤岛”时，一支民间救援队“悄无声
息”地穿越夹金山——当年红军长征越
过的第一座雪山，在公路打通之前赶到
了这里。“与汶川地震救援时相比，我们

越来越像支队伍了。”这支队伍的负责
人、壹基金联盟安全顾问侯昭敏说。事
实上，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的几年时
间里，民间救援组织已经从松散的、业
余的状态走了出来，成为一种为公众和
政府所认可的、专业能力不断提升的社
会力量。这次鲁甸地震后，民间专业救

援队伍迅速集结，积极参与救援。
今早7点，三亚救援队、厦门北极

星救援队、北京绿野救援队、河南户外
救援队、山西天龙救援队、宁波四明救
援队、云南火峰救援队、重庆海龟救援
队、凉山、泸州和贵州救援队等12支
专业的救援队伍在壹基金救援联盟的

统一部署下，到鲁甸地震重灾区开展
行动。

据侯昭敏介绍，不到中午，云南火
峰救援队首先徒步进入了灾区，第一时
间把现场情况报给大本营指挥部，随后
各个队伍都进入灾区的各个村庄，开展
救援服务。

三亚救援队员徒步挺进重灾区

现场直击

■ 本报特派记者 于伟慧

8月5日，云南鲁甸地震第三天。
昨晚11点，鲁甸县城壹基金救援

联盟大本营只有7支队伍，而今早天
一亮，救援专业队伍已达12支。

阿婆送梨给救援队员

早晨6点开始集合，今天的救援
目的地是龙头山镇，可是刚到小寨
镇，路便开始拥堵起来，救援人员赶
紧讨论前进方案。就在小寨镇的一
个桥头，一位阿婆背着孙子，手提一
袋梨来到救援队员前。

“你们辛苦了，这是我自己家种
的梨，现在刚好成熟，摘下来给你们
吃哈。”阿婆拿着梨就往我们手里塞。

虽然救援队的队员一再拒绝，但
是阿婆还是不肯“罢休”，一定要把梨
送给队员。仔细询问才知，阿婆是坝

岭村人，地震中家里受了灾，看见救
援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就和儿
媳商量，把家里梨树上的梨摘下来，
送给这些救援的人。

一个特别的生日

鲁甸发生地震时，壹基金救援
联盟的安全顾问侯昭敏正在北京开
会，他立即终止会议飞往昆明。

而今晚，他在鲁甸小寨镇的救灾

联盟大本营，度过了他的生日。为了
庆祝这个特别的生日，他为所有的队
员准备了一份“高大上”的晚餐，使大
家告别了泡面与饼干，这份晚餐是清
真牛肉粒炒饭每人一份，还有一个凉
拌胡萝卜和凉拌黄瓜。

晚上10点，救援队接到任务，明
天要继续往重灾区挺进，大家今晚都
要保存体力，可能明天每个队员要徒
步10公里以上。

（本报云南鲁甸8月5日电）

阿婆送梨和“高大上”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