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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大会战。
这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最佳诠释。
在超强台风重创海南、电网设施几

近瘫痪的危难关头，南方电网公司顾大
体、识大局，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讲条
件，全网动员，紧急集结广东、广西、云
南、贵州等兄弟省区和海南的电网职工
近1.5万人会战海南，抢修供电线路。他
们用牺牲和拼搏，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
灾区供电，点亮了海南的万家灯火！

大灾面前 责任当先
7日晚8时半，尽管已经来电大半

个小时，我省灾后最后一个恢复供电的
自然村——文昌市锦山镇古宅村依旧

沉浸在欢乐中。
“20天没电的日子好难熬，多亏了

电力工人的及时抢修，我们才重见光
明！”村民陈菊英一脸感激。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文
昌登陆，灾区电网设施几近瘫痪，全省
受灾停电用户达126.17万户，其中海
口、文昌电网受灾尤为惨重。初步统
计，超强台风给海南电网造成的损失达
9.6亿元。

“2005年台风‘达维’袭击过后，共
计耗时1个月恢复全省供电。”海南电
网公司安全监管部主任钟琼雄说：“这
一次台风的威力超过‘达维’，给电力设
施带来的损失最为严重。”

电力是灾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最重
要的基础设施。大灾面前，责任当先。

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赵建国果断

决策，紧急动员，不惜代价，举全网之力
支援海南，要求尽快向灾区人民群众提
供生产生活用电。公司总经理钟俊，副
总经理王良友赴海南抗风抢险一线指
挥，成立了南方电网公司、海南电网公
司抢修复电大会战联合指挥部。四省
两市兄弟单位8900多人千里驰援海
南，与公司5500多名员工一起，打响了
一场规模空前的万人抢修复电大会战。

“自7月21日接到南方电网驰援海
南的紧急令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电
网公司和广州、深圳供电局等单位不惜
代价，全面动员，星夜渡海驰援海南。”广
东电网公司安监部主任陈剑锋说。

日夜鏖战 抢修复电
7月22日凌晨，一批批头戴安全帽

的电网员工、一辆辆黄色的抢修车长途

跋涉 1600 多公里，集体横渡琼州海
峡。甫登陆海南，抢修队员马不停蹄，
兵分多路，直奔海口、文昌抢修现场。

22日，还在值班的广州白云供电所
冯师傅刚接到抽调到海南抢修的通知，
立刻就踏上了当晚的红眼航班，23日便
出现在海口的抢修现场。“灾情即命令，
琼粤本一家。”冯师傅说。

24日零时15分，电力抢修人员正
在为滨海#6线恢复供电做最后的检查，
为了修复这个故障点，他们已连续奋战
15小时。看到抢修工人的辛苦，有人自
发买了面包和水送到工地。

25日下午1时许，在文昌市铺前
镇，来自广西电力横县东泰公司的电力
工人谢庆强正和工友将十几根电线杆
装上卡车，而后将其运至指定地点，交
给送变电公司拉线。“得赶紧将线路修

复了，让当地老百姓尽早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他擦掉脸上的汗水，但很快汗水
又爬满了脸。

宝邑线是文昌受损最严重的输电
线路，修复这条线路，意味着打通文昌
110千伏抱罗变电站至110千伏宝邑变
电站主网大动脉。

8月1日上午，刚刚立起的110千
伏宝邑线66号铁塔在太阳照射下银光
闪闪，文昌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副所长林
道宏站在塔下仰望，他身上橙色的工装
早已湿透。

“线路立完塔，架好线，做完试验就
可以送电。”林道宏带领8名队员和广
东输变电工程公司200多员工一道，已
在工地上连续奋战一个多星期。为抢
修复电，近半个月以来他没回过一次
家。 下转A04版▶

光明重现 情暖天涯
——南方电网全网动员抢修恢复海南灾区供电纪实

新华社云南鲁甸8月10日电 笛声呜咽，警报哀
鸣。10日10时，哀悼云南省鲁甸“8·03”6.5级地震遇
难同胞仪式在鲁甸县城举行。与此同时，从鲁甸地震
灾区到省城昆明，从梅里雪山到珠江源头，从乌蒙山区
到孔雀之乡，云南各地各界群众深切缅怀“8·03”鲁甸
6.5级地震遇难同胞，就地驻足默哀3分钟。

会场正中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深切哀悼云南鲁甸
‘8·03’地震遇难同胞”横幅和“逝者安息”、“生者坚
强”的竖幅，黑白两色的献花台十分素雅。鲁甸县城哀
悼活动现场布置简洁庄重，气氛肃穆。

10时整，国家有关部委和云南省各级各部门党政
军领导及各界代表100余人静静肃立，佩戴着白色的
纸质胸花，低头默哀。会场外，汽车喇叭声、警报声响
彻县城。3分钟后，各界代表在充满哀伤的《思念曲》
中缓缓依次向遇难同胞敬献黄色和白色菊花。

云南举行仪式哀悼
鲁甸地震遇难同胞

本报海口8月 10日讯（记者邵长春
罗霞 实习生周川又）记者今天从省林业厅
了解到，我省受灾的沿海防护林恢复重建
工作正稳步推进，目前文昌、海口等重灾区
已确定了初步的海防林重建规划方案，并
着手进行清理工作，而重灾区岛东林场已
复种了3000多亩的海防林。

据初步统计，仅文昌市海防林损毁就
达3.3万亩，海口市的海防林受损也超过
7000亩，重灾区海防林风折、风倒木达到
90%以上，部分地段林木已所剩无几。

据了解，目前海口和文昌两市海防林恢
复初步规划方案均已提交到市政府讨论，下
周将确定最终方案，同时两市也都在积极开
展受损海防林的清理工作。

文昌市林业局局长符学说，该市将首
先在铺前镇木兰湾一带展开海防林的复种
的样板工程，接着再向全市推广，目前文昌
已开始着手整地的工作。而海口市则把桂
林洋作为此次海防林恢复重建的第一站，
目前也已展开清理工作。截至8月10日，
重灾区岛东林场已复种海防林3000多亩，

“这段时间只要一下雨我们就种树。”岛东
林场场长杨朝晖说。

受灾海防林开始恢复重建
重灾区岛东林场已复种3000多亩

本报云南昆明8月10日电（特派记者于伟慧）结
束云南鲁甸地震救援行动的三亚红十字灾害应急救援
队（以下简称“三亚救援队”），今天上午在昆明接受了
心理专家辅导，将返回海南。

8月3日下午，鲁甸发生地震，三亚救援队紧急行
动，于次日抵达灾区。队员们平均每天徒步10公里进
行救援，鲁甸县城、小寨镇大坪村、龙头山镇龙泉村、龙
头山镇八宝村、龙头山镇光明村、水磨镇营地村等地，
留下了三亚救援队清晰的印记。

鲁甸余震不断。一路上，惊险不断出现。“抬头看
上去，石头就悬挂在头上，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掉下
来。”队员林国祥说，每次经过塌方路段时，队员们都是
提心吊胆地快跑而过。

刚到鲁甸时，因为水土不服，一些队员出现腹泻等
身体不适情况。但队员们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一个掉
队，没有一个松懈，竭尽全力参与救援。

鲁甸震后的数天里，救援队员们给当地受灾群众
治疗上百人次，积极参与被压埋人员的抢救挖掘，用责
任和专业为灾区人民献上了一份来自天涯的大爱。

三亚救援队
结束云南震区救援

■ 海风纯

两日来，因东环高铁供电接触
网上挂有沿线村民燃放的孔明灯，
导致7趟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车。（见
本报今日A02版）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所
幸的是，铁路部门及时排除了隐患，
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小小的孔
明灯，竟可带来如此大的破坏性，着
实令人后怕。在许多人意识里，放
孔明灯属于个人的娱乐消遣行为，
谈安全隐患未免言过其实。现在看
来，这个观念得改改了。

每年中元节前后，文昌、万宁等
东部市县民间有燃放孔明灯祈福的
习俗。当习俗与安全发生冲突时，
理性的做法当然是习俗让路于安
全。其实，自东环高铁开通以来，每
年都发生过多起因燃放孔明灯、放
风筝危及列车安全的事故，只是一
直未引起社会关注。我省早在
2011 年就发布了严禁在铁路沿线
燃放孔明灯的通告，现在看来该是
认真抓落实的时候了。

近期，国内外重大交通安全事
件频发，这也给我们敲响警钟，安全
问题容不得半点儿戏。

习俗应为
安全让路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周元）
记者今天从省外办获悉，我省首部公共
场所外文标识语“范本”——《海南国际
旅游岛公共场所标识语》对照手册已经
编制完成。

为了规范我省公共场所外文标识
语，方便外国游客，提升海南的国际品
位，省外国专家局和省国际人才交流协
会成立海南国际旅游岛语言环境建设
项目组，从2011年开始调研并编制《海
南国际旅游岛公共场所标识语》中外对
照手册。近日，该手册已经编制完成，
包括汉英、汉俄、汉日三个版本。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后，到海南旅游经商的外国游客越
来越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省
外语环境不容乐观。”省外办主任王胜
认为，海南的旅游景点、公共场所等中
外文结合的标识语，存在大量翻译不正
确、不规范以及滥译的现象，甚至有些
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银行的窗口部门
也存在标识不准确的情况。

王胜表示，目前省旅游委和三亚市
政府已与省外办对接，手册将在这两个
与外国游客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市县率
先试点。同时，将无偿提供给有关部
门、行业协会、企业等。“这次超强台风
损毁了不少公共场所的标志牌，希望规
范公共场所外文标识语能与灾后重建
结合起来。”王胜建议说。

我省公共场所外语
标识有了“范本”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韩华丰）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海口市委、市政府
为民、便民、利民举措频出。在8月初连
续推出行政审批服务提速近一倍、行政

审批服务申报材料减少四成、出台《海口
市参与行政审批服务中介机构监管暂行
办法》等3大举措后，11日又将推出一大
便民举措：开通网上服务大厅，所有事项
网上申报、八成事项先审后验。

该市网上服务大厅有如下两个显
著特点：首先，实现所有进驻市政府政
务中心的事项网上申报，包括海口高新
区、综合保税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的
政务服务中心所有事项也实现网上申
报。其次，八成事项先审后验。实施先
审后验模式的事项，企业、市民只要在
办公室或家里按照网上服务大厅的要
求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后，职能部门审批

完毕，一次性在政务服务窗口提交原件
材料核对就可拿到审批结果。“不出家
门办天下事”将成现实。

该市网上服务大厅将市直部门
审批服务所有事项的办理期限、申
报材料、申报表格、收费标准、服务
流程等一一公布，市民登录网上服
务大厅就能对审批服务全过程明明
白白。 下转A04版▶

海口开通网上服务大厅
八成事项先审后验

■ 本报评论员

超强台风“威马逊”给海南造成
重大损失，虽然抗风救灾工作已经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灾后恢复
生产和重建家园任务依然十分艰
巨，夺取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全
面胜利，尤其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和
广大党员弘扬敢于担当、冲锋在前
的精神。

这种敢于担当、冲锋在前的精
神，在抗击“威马逊”的过程中得到了
生动体现。省委省政府果断作出紧
急转移台风登陆点文昌市翁田镇方
圆 25 公里内所有群众的决策；文昌
市2000多名基层干部顶风冒雨，在短
短 3 个多小时内将 18 万名群众安全
转移：海口市演丰镇北港岛 10 多名
党员干部在台风席卷全岛的危急关
头转移群众，确保了1140名群众的生

命安全……在抗击风灾过程中，我省
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果断决策、
敢于担当，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这种敢于担当、冲锋在前的作
为，使得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到
最低程度，使得灾后迅速恢复了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

担当，是面对大事、难事敢于负责、
勇于作为的责任意识，是“铁肩担道义”
的胆识和气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敢于担当是
各级党员干部应有的品格。大难当前，
党员领导干部能够果断决策、勇于担
责，群众就有了“主心骨”“防风墙”。“是
共产党员的，全部站出来！”这句在危急
关头响彻天地的壮语，生动地诠释了广
大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只要有了这
种担当，再大的灾难也压不垮我们；只
要有了这种担当，再多的困难也难不倒
我们； 下转A04版▶

敢于担当 冲锋在前
——一论弘扬抗风救灾精神重建美好家园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8月10日下午，在文昌市冯坡镇，岛东林场五龙管护站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种植新的树苗，恢复海防林。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单憬
岗）今年3月省委决策部署打造保护12
万亩红树林湿地、海口人大立法通过东
寨港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决定后，东寨
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抓住良好契机，大
力推进红树林种植。记者今天获悉，保
护区管理局正在启动3000亩红树林种
植计划，目前已种植100多亩。

据了解，东寨港将种植的3000亩
红树林分为3个部分，一是2439亩退
塘还林获得的虾塘地；二是在保护区

内野菠萝岛上的600亩地；三是在演
丰镇东排村外滩上种植 40 亩红树
林。此项目投资850万元。

去年12月该市出台东寨港保护
区《退塘还林工作实施方案》后，保护
区迄今已收回2439亩虾塘地，将全部
种上红树林。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中，迄今已在三江镇南截
村种植红树林100多亩。

到演丰东寨港游玩，野菠萝岛是
不少市民的选择。保护区正在对野菠

萝岛进行人工造林，面积达600亩。
为什么要在野菠萝岛上种红树林

呢？“保护区部分海岸带无红树林分布
或分布不合理，对海岸带影响较大。”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此番人工造林
的地点是在野菠萝岛外围原来没有红
树林分布的区域。近20年来，虽然部
分有红树林分布，但结构不合理，受海
浪冲击使林带消失了10-15米。因
此，这次种植红树林将有望改善该岛
的生态环境。

改善生态环境 实施人工造林

3000亩红树林将现东寨港

西藏尼木县三车相撞
44人遇难，11人受伤

伊朗客机坠毁
38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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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家谱中的
移民史

近年来，海南家谱文化研究就像各个姓氏一波又一波的修谱热潮一样，方兴未艾，从民间到专家学者，
专注于族谱的搜集和研究，成果接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已收藏到170个姓氏约400种家谱。数
百年来，这些在海南民间从未停止修订的家谱或族谱，记载的不仅是一个个姓氏的繁衍信息，寻根溯源，更
可知海南岛民的来源和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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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505 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BB0606““潮人潮人””黎宇宇黎宇宇

BB0909 明清小说中的海南明清小说中的海南

BB1313 杜拉斯杜拉斯：：斯人已逝斯人已逝 情人不死情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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