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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综合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记者陈蔚林 刘笑
非 实习生张林）文昌市是超强台风“威马逊”的登
陆点，该市各乡镇的灾情牵动着省委、省政府的
心，也牵动着省内外媒体的心。今天上午，省委宣
传部组织媒体采访团自海口赴文昌灾区一线采
访，对村民开展灾后自救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
最新情况进行采访报道。

参与此次灾区一线采访报道的记者来自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新社，海南日报，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直播海南、新闻联播、新闻广播，南国都市报，
海南特区报，国际旅游岛商报，南岛晚报，南海网
等11家中央驻琼及省内有关媒体。

媒体采访团一行来到文昌市的潭牛镇、昌
洒镇、翁田镇、公坡镇、锦山镇及罗豆农场等
地，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分头采访等方
式，对村民、受灾企业的灾后自救、房屋重建
进程，蔬菜、文昌鸡等种养殖业恢复生产情况
和潮防堤修复工程进度等内容进行深入了解
采访。

文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相关负责人陪同采
访。受访乡镇相关工作负责人作了灾情及重建工
作汇报，并为各媒体记者答疑解惑。

省委宣传部组织媒体赴
灾区一线采访

11家省内外媒体
聚焦文昌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记者张中宝 刘笑
非）昨晚，由海口智力文武学校、海南商务旅游学
校等我省部分职业学校组成的“学校灾区演出团”
将慰问演出送进文昌灾区，为灾区群众带去了精
彩的文艺节目表演。

当晚 8 点，灾后慰问演出在文昌锦山镇
文化广场开场，学校师生们表演的武术、舞
蹈、健身操、街舞等节目吸引了不少群众前
来观看。

据介绍，“学校灾区演出团”还将持续将慰
问演出送到文昌其他受灾的村镇，同时这些学
校将为灾区学生提供更多的入学优惠。其中，
海口智力文武学校将为13到15岁的失学儿童
实行3年学费全免，让灾区的孩子在快乐中学
习成长。

我省职校送演出进灾区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单憬岗）按照省
委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海口市长倪强近日在海
口演丰镇北港岛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北港岛灾后重
建指挥部会议。

会议指出，在受灾群众生活基本恢复后，工作
重心要转向灾后生产恢复和灾后重建。在与区、
镇、村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分析研究后，指挥部
开出了灾后生产恢复、重建清单：省委主要领导代
表省委赠送的120条渔船，8月中旬要与船厂签
订制造合同；修复防潮堤、新建一座防洪楼，1个
月内开工。渔船避风港由市海洋局牵头，修复原
有避风港，8月底前解决，并提出新的渔船避风方
案。应急道路硬化、垃圾处理8月开展。倒损房
屋修建，12月底前完成。

会议要求，北港岛未来的发展规划，要按照省
市领导关于北港岛下一步发展的指示抓紧进行，
并要充分征求当地村民的意见。中盛华瑞公司负
责编制中远期重建规划，争取半个月拿出成果，报
市委决策。

海口市政府还专门给北港岛送来300万元救
灾资金，并奖励演丰镇一条50座的渡船。北港岛
灾后重建和生产恢复由市灾后重建指挥部一名指
挥长负责总协调，以美兰区和演丰镇为主体，市各
有关部门全力配合。

北港岛灾后重建时间表明确

新建防洪楼1个月内开工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陈艳婷 潘媚）记者今天从
海口市农业局获悉，为组织好灾后恢
复生产工作，海口市政府日前出台了
具体方案，拟安排补贴资金 5000 万
元，用于农业灾后修复重建。

据方案，5000万元补贴资金包括：
种菜补贴1200万元，蔬菜大棚修复补
贴1200万元，橡胶种植补贴600万元，
畜禽栏舍修复及重建补贴1385万元，
猪、鸡种苗补栏补贴615万元。

其中，种植蔬菜补贴的补贴对象
为：8月-10月，相对集中种植瓜菜10
亩以上、供应本地蔬菜市场的农户、农
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承包土地种植
的，应补贴种菜者，不得变相补贴给土
地发包方。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种
植瓜菜所需的种子、种苗、肥料和农药

等生产资料。补贴品种为叶菜类、菜用
瓜类和豆类蔬菜及茄果类。补贴标准
为每亩每月补贴200元，预计补贴2万
亩，总计安排资金1200万元。

蔬菜大棚修复补贴主要用于种植
蔬菜的、遭受“威马逊”台风袭击损坏
（毁）的大棚业主，分4种类型：1、对已

购买保险（有财政补贴）的倒塌大棚设
施不予以补贴。2、对未购买保险的全
部倒塌、歪斜和立柱好、拱管坏的大
棚，可在购买薄膜、遮阳网等材料及人
工拆、装费用上，给予适当补贴。3、对
未购买保险的倒塌大棚，歪斜的大棚
或部分损毁的大棚，业主单位没有自

筹资金恢复的，经申请可由政府扶持
帮助改建成简易斜式荫网棚。4、对大
棚骨架完好，仅是大棚覆盖材料损毁
的，大棚业主有意愿修复并恢复种植
蔬菜的，经申请，可由政府安排适当资
金，在购买薄膜及人工拆、装费用上，
给予补贴。

海口安排5000万用于农业灾后恢复
主要补贴种菜、大棚修复、橡胶种植等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王炫影）记者从省农业厅获悉，为尽
快恢复农业生产，我省共组织10个农机救
灾恢复生产服务队、6万多台套农业机械，
全省累计完成机耕备种面积45.5万亩，完
成工作计划91%，新种瓜菜面积3.5万亩。

今天，海口市旧州镇罗冯肚常年蔬菜
基地，灾后抢管的10亩芥菜、青骨菜、小
白菜、菜心等，已经陆续成熟，工人们开始
采收，运往海口市场。“基地今天能够采收
500斤的叶菜。”基地负责人吴运军说，几
种叶菜搭配销售，每斤价格为4元左右。

在抢管的蔬菜旁边，20亩损坏的
大棚也已修复完毕，种下了叶菜，另外
倒塌的70多亩大棚也已拆除，正在清
园、耕地。吴运军介绍，灾后抢种的
20亩叶菜，也将在10多天后上市，到
那时基地每天可供应叶菜1500多斤。

据了解，海口、文昌常年蔬菜基地灾
后抢管蔬菜均将陆续上市，已恢复生产的
大棚蔬菜1250亩，也将于一周后上市。

全省完成机耕备种45万余亩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笑非
实习生 张林

周日上午10时许，高温炙烤着伤疤
初愈的文昌大地。坐在密不透风的帐篷
里，文昌市翁田镇内六村驻村干部、会文
镇镇长邢展早已汗流浃背。“所有通向自
然村的道路已经修通，各村救灾物资发放
顺利，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也一家没落下
……”听着各村民小组带来的汇报，他紧
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熬得通红的眼睛
也流露出笑意。

今天是灾后的第四个星期天，也是文
昌市抗灾重建工作开展的第24天。据文
昌市委组织部统计，目前，奋战在灾区一线
的各级干部近 3000 人，加上党员接近
7000人。时间对他们而言最为宝贵，而

“假期”这个词语已经慢慢淡出他们的字
典，“民情”二字却沉甸甸地放在他们心间。

“很多干部都累倒了。有人高血压，有人
甚至胃出血，可挂着吊瓶还是坐不住，针头一
拔又上前线。”连日奋战让党员干部身心俱
疲，据文昌市昌洒镇政府工作人员梁振超介
绍，尽管文昌市已经发文，要求在抗灾重建的
同时注意劳逸结合，“但活总要有人干”。

昌洒镇东群村白土村民小组的《房屋
受损情况档案表》也是东群村委会副主任
邢诒奋等人挨家挨户统计填写的。据介
绍，白土村共有135户人家，在台风肆虐
中，超过90%的民房受到不同程度损伤，
其中 8间被完全摧毁。截至目前，已有
40%的房屋恢复到灾前的模样，而60%的
农户还要忍受日晒雨淋。村民小组干部对
各户房屋受损情况进行登记，就是为了方
便统一采购瓦片和石灰。

“昨天统计、公示完毕，今天我们就去跟
商家洽谈，争取早点让村民们住进好房子！”
炎炎烈日之下，村干部邢福旺陪着邢诒奋穿
梭在白土村的窄小村道，对各家重建情况进
行再核实。可几次路过家门，他都像是刻意
忽略自家房顶上用于暂避风雨的三色布一
般，不说也不看。

其实，今天还是海南的传统节日
——中元节，每到这个节日，人们大多回
乡祭祖，至少要吃顿团圆饭。问及今天
怎么安排，老家在屯昌的梁振超只是笑
笑，“村民生产生活尚未恢复，哪里顾得
上回家。”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灾后第四个周末

7000党员干部不休息

农业

■ 本报记者 罗霞 邵长春
实习生 吴小璠 陈秋云

在采访格莱宝中国有限公司的受
灾情况及恢复生产情况之前，一位业
内人士对海南日报记者说：“那家损失
太严重了，不知道老板是否考虑继续
经营。”

今天，当记者来到位于文昌市翁
田镇湖心村的格莱宝虾苗场时，工人
们正忙着筑墙、修复屋顶等，虾苗场里
的发电机轰鸣，从中传出了喜人的重

建讯号。
“‘威马逊’过后，20多间房的房顶

全没了，墙倒了不少，1000多对亲虾、
7000万尾的虾苗全死了，海边的海井、
机房等被夷为平地。”格莱宝中国有限
公司总裁吕锡林向记者介绍灾情时，期
间满含泪水，多次哽咽，“总的损失超过
500万元。”

记者在虾苗场内看到，受台风影
响，车间屋顶纷纷被掀翻，有二三个车
间已有了重新铺上的铁皮屋顶；围墙倒
了，加温炉倒了，几个工人忙着焊接。

“我们正在积极恢复生产。”吕锡林
说，公司已经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准备
从美国进口1000对亲虾；正在协调解决
通电问题，厂房修复工作一步步开展。

吕锡林是澳大利亚人，2001年从
澳大利亚来到海南投资水产领域。
2006年见海南养殖户缺乏可靠的种虾
和虾苗，遂到翁田镇建起了虾苗场。“海
南水产养殖行业优势明显，这里的天
气、温度等很适合养殖。这一次尽管遇
到困难，但是困难再大也要挺过来。”吕
锡林说道。

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受“威马逊”影响，翁田等地水产
苗种行业受灾严重，文昌水产种苗场的
生产厂房、供水、供电、生产设备及亲
本、种苗等经济损失1.65亿元。

就亲虾进口，吕锡林希望，海关、出
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等能对虾苗场亲虾
进口予以支持，帮助企业尽早恢复生
产。“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格莱宝虾苗场
估计20天后可以实现初步投产。”吕锡
林满怀期待地说。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修屋顶、砌围墙、引进亲虾，澳大利亚人吕锡林坚持从全毁的虾苗场中寻求复产之路

挺过困难，虾苗丰收在望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记者邵长春 罗霞
实习生周川又）“这棵大榕树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
了，但具体多少年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搞不清
楚。”站在如今已光秃秃，满身伤痕，还打着五袋

“吊瓶”的老树前，文昌市翁田镇九良山村村民韩
标元感慨地说。

然而就是这棵百年古树，却在7月18日的超
强台风“威马逊”面前轰然倒下。台风过后，村民
们迅速把情况上报政府，请求支援。

文昌市林业局局长符学告诉记者，考虑到古
树名木的巨大价值，特别是村民们的感情，文昌
市委、市政府紧急划拨200万元资金，对古树名
木展开抢救，省林业厅也出台了专门的《台风灾
后古树名木救护技术指南》，指导对古树名木的
抢救工作。

据了解，在此次台风中，文昌林业损失达到
64万亩，其中村庄林为12万亩，含627株古树名
木，由于古树体积庞大，人工根本无法展开施救，
必须动用大型机械，故抢救成本较高，平均每棵古
树都要达到几千元。目前文昌市已抢救了300多
株，仅翁田镇就救活了70多株古树，而抢救工作
还在继续。

翁田林业站站长黄海告诉记者，九良山村
的这棵大榕树是他们抢救的第一棵古树，当时
动用了一台长臂的吊车、一台推车，数把油锯、
发动了几十名村民，耗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把
这棵数百年的老榕树重新扶起来。“普通的吊车
根本不管用。”

据悉，受伤的老榕树目前还在康复阶段。

627株古树名木因灾受损

文昌拨款
200万元“救命”

■ 本报记者 陈怡 况昌勋
通讯员 黄兹志

8 月 9 日，记者在台风“威马逊”过
后再次走进文昌市潭牛瓜菜基地，一
块葱绿的田洋，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
机勃勃，灾后抢种的空心菜、菜心、小
叶青等都已经长到了 5 厘米。中午 13
时，太阳当空，依然有 50 多位工人在
忙碌着。

“灾后，新种了20亩叶菜，大概再过十
多天就可以上市了。此外，还抢管了80亩
冬瓜、20亩丝瓜、10亩黑茄子、6万株辣椒
苗。”瓜菜基地负责人梁亚宽笑着告诉记者。

此前，记者于7月23日第一次到此基
地时，梁亚宽一脸的凝重。在260亩瓜菜
基地上，被风吹断的大棚“残肢”遍地都
是，地上1000多斤重的冷气机也被狂风
刮飞了四五十米远，工棚屋顶的彩钢板，
被风“切”成碎片，散落一地。

灾后第二天，梁亚宽就请来工人，
“三管齐下”，一边拆掉倒塌的大棚，一
边新建大棚，一边开始种植瓜菜。

“梁总要求的时间紧，看，这么大的太
阳，我们还是要干活，赶工期。”大棚施工队
负责人胡春兵说，我们45天内要完成修复
100亩大棚，明天还要再调来15个工人帮
手。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文昌潭牛瓜菜基地积极恢复生产

快，修大棚！

8月10日，重灾区文昌市昌洒镇唐教村，88岁的
老党员王禄川（右）向台风后一直驻扎该村救灾的文
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利民道谢。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8月10日，文昌市昌洒镇唐教村，村民王爱玉为
家人中午的团圆饭准备了一只文昌鸡。超强台风“威
马逊”致该村大部分房屋受损，目前该村村民生活已
恢复正常。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8月9日，海南永青集团育苗基地，工人们在临时
的简易大棚里积极恢复生产,培育番茄、香蕉等航天种
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陈蔚林
实习生 张林

随着“7·18”的渐行渐远，文昌市受
灾地区的重建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而当老人吃上第一口热饭、当孩童在遮
阳布下不因为炎热而哭闹、当漆黑的夜
亮起一盏光明，群众们有太多太多的话
要对那些奋战在重建一线的干部们、电
网工人们、志愿者们说。但朴实了一辈
子的灾区群众没有华丽的辞藻来表达，
千言万语，都汇成那一声：“谢谢！”

重建的家园忘不了你们
一到文昌市昌洒镇唐教村，除了热

火朝天的工地和聚在遮阳布下乘凉的
村民，最为醒目的必然是墙上的红纸黑
字，“齐心协力 重建家园”、“爱心之家
无比感激”。

这是唐教村村民王宁写的，看着自
己的家园被毁，他本无比悲痛，但随着

一批批规划人员来到唐教村、随着一辆
辆工程车接连驶入，他没想到，重建这
么快就开始了。

规划书王宁看不懂，但那效果图上
漂亮的房子，王宁看过就没忘过。“我知
道，这会是我住过最舒服最安心的房
子！”王宁说，工作人员在烈日下工作
着，却不舍得喝村民们一瓶水，为了早
些工作，他们住在不远处的简陋宿舍
里。这些都让他无比感动。

感激的话，王宁和村民不会说太多，
只有这一幅幅字，贴在村里各个角落，代
替他们向恩人们说着最真挚的感谢。

畅通的“绿灯”多亏了你们
在文昌市翁田镇的海边，坐落着许

多大大小小的虾塘，破坏后重建固然艰
辛，但只要能买到虾苗，就还能赶上10
月的售虾旺季。

养殖户们的虾苗，则大都来自翁田
镇的海壹虾苗基地，而这座基地，同样

在台风中遭受巨大损失。“厂房全被掀
顶，大都得重建，好在有兄弟厂的帮助，
才能在短时间内建起来。”海壹虾苗翁
田厂负责人孙华说，厂房建起来了，没
有虾苗来源，同样白搭，多亏了海洋渔
业相关部门“开绿灯”，才让翁田镇的养
殖户在短时间内有苗可购。

“有苗可育就有苗可买，养殖户只
要赶上旺季，损失就能降低，不仅我要
说声谢谢，还要代表广大海虾养殖户说
声谢谢！”孙华说。

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却贵似黄金，
这一声谢谢，饱含太多。

灾区的人民记住了你们
在昌洒镇昌新村，村民们都忘不了

那个通电的夜晚，熟悉了数日黑夜的村
民们惊喜地发现灯亮了，但等他们准备
邀请奋战数日的电网工人们到家里吃饭
时，那些熟悉的身影却早已经撤离。“多
想和他们吃顿饭啊，辛苦了这么久，却连

表达感激的机会都没有！”村民们“懊恼”
着，但在心中，早就将那身着蓝衣的身影
牢牢记住，那是可敬的光明使者。

在罗豆农场南溪村，经历了海水倒
灌的村民们，多数出现伤口感染发炎的
症状。但一群从海口来的白衣天使帮
助他们解决了难题。当村民们送来椰
子为他们解暑时，发现他们早已筹备好
药物准备到下一个村子救援。

在文昌市数个受灾严重的村落里，
有一群“特殊”的年轻人，他们帮助村民重
建房屋，他们是一群来自各地的志愿者。
瓦片被掀翻，他们帮忙搭上遮阳布；物资
运抵，他们帮忙分发到户；生活用水没了，
他们扛起扁担挑水。留下的，只是一个个
年轻的背影，和一句句“不用谢”。

一句句话语，来不及说，一双双手，
舍不得松开，眼中是不舍，心中是感激。

大灾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声
谢谢，给最可爱的人。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

文昌灾区群众难忘重建中的奉献者们

道一声谢，给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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