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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这里定格：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
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北纬27.1度，东经103.3度。
一场6.5级强烈地震骤然降临。顷刻之间，大地

震颤，山石崩溅，房屋垮塌，生命消殒——
鲁甸之殇，中国之痛！危难之际，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科学部署，带领广大军
民同灾难展开了英勇无畏、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显
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永恒的执政为民宗旨、不变的
生命至上理念，灾难中凝聚起伟大
的中国力量

鲁甸地震是2000年以来，云南省境内发生的最
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2千米，极震区烈度高达9
度，与2013年芦山7级地震震中地表震动水平相
当。加之地震波及范围广、震区人口稠密、多数房屋
抗震性能差，导致人员伤亡惨重。

灾情牵动中南海，党与人民心连心。
得知震情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救
人放在第一位，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做好群众安
置工作。要求有关方面抓紧了解灾情，组织群众避
险，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加强余震监测预报，密切防
范次生灾害发生。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表达着总书记的深切牵
挂，体现着党执政为民、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

4日一早，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
平，飞赴灾区，察看灾情，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灾情就是号令！
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地震灾区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慰问灾区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与此同时，云
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率领工作组火速赶赴灾
区。整个应急救援系统迅速高效地运转起来。

时间就是生命！
震后10分钟，云南省武警总队官兵携带各类物

资装备向震中进发。震后3个半小时，红十字蓝天
救援队全国各分队集结完毕。地震局工作组出发，
国家救援队出发，国家卫计委医疗队出发，公安消防
官兵出发，通讯、电力、道路抢修人员出发，首批救灾
物资启程……

不同的队伍朝着同一个方向集结——鲁甸灾
区。不同的人群怀着同一个信念——为了灾区群众
的生命安全。

有一种信仰叫忠于人民，有一种担当叫挺身而
出——

“大家快点撤离到广场，照顾好老人娃娃，快，
快！”“党员干部站出来……”

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云带
领干部群众徒手救出15位被掩埋的乡亲，安全转移
3000多群众。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坚
强，要团结起来开展自救，党和政府很快就来帮助我
们了。”唐正云安慰着受惊的群众。

是的，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即赶到
了现场。

鲁甸县也行动起来，迅速发动基层党组织904
个、党员12536人，投入抗灾一线；巧家县发动基层
党组织1680个、党员9600人，及时组织灾情排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灾难中，共产党人成了群众的主心骨。
有一份天职叫冲锋在前，有一种使命叫义无反

顾——
灾情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闻令而动，紧急出征，昼

夜兼程，挺进灾区。30多个小时内，来自成都军区、
北京军区、空军、二炮和武警部队的近万名官兵全部
到达3个重灾县13个重灾乡镇，全力展开生命搜救
和转移伤员工作。

一边是生的希望。山体滑坡，道路严重堵塞，距
离震中龙头山镇还有十几公里，车没法开了，部队官
兵奉命轻装徒步前进。“救人是第一位的，早一点到达
灾区，就有更多的生命希望。”一位军官告诉记者。

一边是死的考验。4日午后，年轻的边防武警
战士谢樵，为搜寻失踪受灾群众，在泅渡堰塞湖时被
巨浪卷进漩涡……连日来，“寻找谢樵”的呼唤，在互
联网上被万千网民转发、跟帖。这是人民对子弟兵
的崇高敬礼。8日上午9时45分，噩耗传来，战友在
堰塞湖面上找到了谢樵的遗体。为了人民利益，他
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

有一种感动叫舍生忘死，有一种力量叫众志成
城——

让“绿军装”和“白大褂”同步进入灾区！
抗震救灾工作启动伊始，党中央提出了明确要

求。
报告：鲁甸县城至距震中5公里沙坝村道路已

抢通；报告：经过30小时抢修，灾区75％用户复电；
报告：无线通讯正在恢复；报告：已有249名防疫人
员到达指定位置，防疫工作全面铺开……

抗震救灾是一场“多兵种”的集成作战。
军绿色迷彩服、红色橘色的救援队服、医护人员

的白大褂、电力职工的蓝制服……废墟上、山脚下、
险境中，无数无名英雄奋战的身影，交织出一道道生
命的彩虹。

大灾面前，世界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式救援的速
度。生与死中，诠释着对人民的爱与忠诚。

高效的应急体系、科学的救灾
举措，在与灾难抗争中不断进步

90多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覆盖整个灾区422
个抽样点，总行程2万多公里，历时80多个小时……

7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发布《鲁甸6.5级地震烈
度分布图》，全面完成了本次地震的烈度调查与评定

工作。
“此次地震烈度分布图的发布，比汶川地震早了

数十天，比去年芦山地震也提前2天。”中国地震局
震灾应急救援司应急处副处长李洋说，鲁甸的救援
安置工作因此更加科学有效。

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几年间，每一次
大灾，都如一场大考，都是一次淬炼。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鲁
甸抗震救灾以高效的应急体系、科学的救灾举措，彰
显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进步伐。

中国式救援体系的能力和效率令世界刮目相看
——

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开始调动一切必要资源，
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等无缝衔接，呈现出较之以前
更为成熟的救援流程与更加高效的协同模式。

优化救援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以地
方为主，进一步形成统一指挥体系，将各方救援力量
纳入，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救灾需求，中央有关部
门全力做好协调保障。

美联社报道称，仅仅几小时，食品、帐篷甚至4G
通信网络都送到了灾区，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正用痛
苦的经验和巨大的资源来应对眼前这场天灾。

先进的技术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武警部队首次运用四旋翼无人机，对灾区全貌

及救援实况进行俯瞰拍摄，为救援工作提供高效准
确的信息参考；首次大范围搭建地震现场指挥调度
平台，使救援力量调度更加精准有序；自行式炊事
车、应急通信卫星、应急通信车……高科技的应用，
实现了以往“人海战术”无法企及的目标。

新的备灾模式为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赢得了宝
贵时间——

鲁甸地震后10分钟，云南省民政厅向昭通市、
鲁甸县、巧家县和曲靖市的救灾物资储备库同时发
出调拨指令。当晚，部分物资运抵灾区。

“调运物资的速度更加快捷，是此次救灾工作的
一大特点。”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庞陈敏说，救灾物资
储备点距离灾区越近，越能保障救灾物资及时调运
到位，以最快速度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

“这得益于国家综合性投入的加大和体系机制

的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长岭说。
社会组织参与救灾更加专业有序——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对有序做好支援云南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进入灾区的社会救援组织，运用专业知识、设备

和人力，统一有序地参与到抗震救灾中。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认为，民间

组织的目标就是协助配合政府，关注政府顾及不到
的一些方面。

在鲁甸灾区，中国红十字会（云南）大众卫生救
援队的队员们忙着搭建简易厕所。一个个占地约
1.5平方米、高约2米的简易密闭厕所，解决了灾区
群众和救援人员“方便”的问题，更可以有效避免疾
病传播，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专业救援队伍负责灾区厕所搭建，这是在经历
多次灾难考验后收获的宝贵经验。

全社会面对大灾时愈发从容、自信、理性——
人们心系灾区同胞的安危，为鲁甸加油，为生命

祈祷。根据以往地震灾害的救援经验，越来越多的人
懂得，仅凭“一腔热血”蜂拥至灾区，可能事与愿违。
互联网上，网友们探讨在地震中如何自救，如何对受
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媒体上，对救援进展的高度关
注中，多了一些对防震减灾的深入思考。

“尽管历次地震都带来严重死伤，但人们也看到
了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救援能力，看到了党和政府不断
提升的执政能力。”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这种成
熟理性的心态，来自于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不屈的精神品格、热切的生活
希望，在震后的废墟上顽强跃动

“爸爸不哭，我也不哭，我们都要好好的。”
龙头山镇龙泉村的废墟上，失去亲人的10岁女

孩刘候蕊，紧紧依偎着爸爸刘家礼，轻轻拂拭父亲脸
上的泪水。她拉着父亲：“我们回去吧！”

鲁甸废墟上，倒下的是房屋，升腾的是不屈的精
神。

越来越多的人为灾区“加油”：鲁甸不哭！云南
坚强！

鲁甸抗震救灾以来，救援人员不怕牺牲、连续奋
战；灾区人民守望互助、团结一心；全国人民不离不
弃，八方支援，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风雨同舟、众志
成城的伟大品格。

有这样一位武警战士。他家所在的村庄在这次
地震中受灾严重。尽管近在咫尺，他却一直没有回
去看看。救灾间隙，武警曲靖支队战士王天贵抬头
望着山堑对面的银屏村，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他指
着一座小山头，对战友说：“我家就在山后面。”

有这样一位饭店老板。5日凌晨，鲁甸县小寨
镇大坪村顺风饭店的老板和老板娘早早起床，准备
了两大锅面条，招呼过路的救灾人员和志愿者吃早
餐。这次是他们开饭店以来煮得最多的一顿早餐，
免费提供给每一个需要的路人。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问老板。
“我叫杨家帮，国家的家，帮助的帮！”
有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兄弟。“在电视上看到灾区

的同胞们缺粮食、缺水，我心里特别着急！”“切糕王
子”新疆小伙阿迪力·买买提坐在满载一万斤切糕的
货车上，从长沙焦急地奔向1000多公里外的鲁甸。

阿迪力说，切糕保存时间长，热量高，特别适合
灾区的同胞们食用。

家国情怀的人间大爱、灾难面前的坚定从容、共
克时艰的戮力同心……这是血浓于水、心心相映的
情感，这是和衷共济、多难兴邦的力量！

地震无情，人间有爱！华夏儿女血脉相连，以不
同方式传递着人间真情。“我们都是鲁甸人！”熟悉的
口号又一次响彻中华大地。

从个人到企业，从机关部门到社会团体，从香
港、澳门、台湾同胞到海外侨胞，无论路有多远、山有
多高，一批批救援人员，一车车救灾物资，一笔笔爱心
捐款，汇聚成爱的长河，源源不绝涌向鲁甸——

这中间，我们看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82
岁老人荣治芳，步行3公里来到当地捐款点，将自己
的500元捐给鲁甸地震灾区。我们看到，上海小学
生陆轩宇将储蓄罐中的硬币倒出，为鲁甸地震灾区
捐款34.60元……

地震撼动了中国的大地，摧毁了千房万屋，但撼
动不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坚强，动摇不了中国人守
望相助的信念。

“不要害怕！”“我们一起不放弃！”地震当天，被瓦
砾掩埋的两名孕妇，在黑暗中手牵着手，不断相互鼓
励。希望战胜了恐惧，生存的信念在废墟中涌动。

这信念，来自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灾难中一
次次有力的救援行动，人民对国家充满信任。

这信念，来自于昔日从废墟上拔地而起的一座
座新城，人们对重建美好家园充满了信心。

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灾难阻止不了民族前进的脚步。举国动员的生

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理念，万众一心的民族精
神，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拥有这些坚实的内核，中
华民族必将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不断迈向伟大复
兴的光明未来。

哀伤尚在心头，希望已然铺展——
最让火德红乡张兴晏夫妇高兴的是，家里筛选

花椒的风柜在地震中没有被砸坏。张兴晏年迈的妈
妈一上午摘了整整一箩筐花椒。“如果日头好，这样
晒两天就可以卖了。”乡政府所在的街上，一些餐馆
也正式开业了。一位加工牛车车架的老师傅也打开
了木工机械，他说，已经有好几个乡亲向他订购牛车
车架了。

力量在凝聚，希望在延伸。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万众一心，科学救援，一定能取得这场抗震
救灾的胜利。

记者 霍小光 隋笑飞 黄小希 余晓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深厚的人民情怀 坚强的中国力量
——云南鲁甸抗震救灾纪实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40912期)
现受委托，我司定于2014年9月12日上午10：00时在屯昌县财政局

八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一、屯昌县屯城镇环东一路吉安小区3间铺面

说明事项：1、本次拍卖以单间铺面为单位依序进行公开拍卖；2、每份
竞买保证金20万元，可以竞买任意一间铺面（依此类推）；3、符合贷款资格
的买受人可用本次拍卖标的的房产证抵押，申请屯昌县建行、中行和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按揭贷款。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9月11日
止。报名时间：2014年9月10日至9月11日下午5时止（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报名地点：屯昌县财政局4楼国资办公室。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指定
账户：单位名称：屯昌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开户银行：建行屯昌县支
行；银行账号：46001005836053001677；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手
册》，有意竞买者请向我司了解详细情况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出让事
项 如 有 变 更 ，以 变 更 公 告 为 准 。联系电话：0898- 67818921
18976767729；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长城大厦1704房

二、屯昌县屯城镇八一西路兴民小区32间两层临街铺面

序号
1
2
3

楼号
C1
B3
B3

房号
102-02
3106
3107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面积（m2）
87.08
163.35
209.29

参考价（万元）
33.8
74.5
95.5

评估单价（元/m2）
3874.85
4558.65
4558.65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楼号
6
6
6
6
6
13
14
14
14
14
15
15
15
15
15
18
18

房号
103
105
106
107
108
102
103
104
105
106
103
104
105
107
108
101
102

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面积（m2）
115.34
115.34
128.04
115.87
137.51
251.15
319.14
262.53
240.20
278.47
236.24
178.98
178.98
238.65
236.24
278.47
240.20

参考价（万元）
40.9
40.9
45.4
41.1
48.7
89
113
93
85.1
98.6
83.7
63.4
63.4
84.5
83.7
98.6
85.1

评估单价（元/m2）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18
18
18
18
19
19
19
19
19
19
20
20
20
20
20

103
104
105
106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1
102
103
104
105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262.53
319.14
240.20
236.65
217.42
290.23
217.42
290.23
217.42
265.09
217.42
290.22
290.22
217.42
188.20

93
113
85.1
83.8
77

102.8
77

102.8
77
93.9
77

102.8
102.8
77
66.7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3539.74

公 告
致南丽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全体会员：

本俱乐部于2014年6月27日在《海南日报》第A07版刊登会员
资格重新认证及换证作业《公告》，鉴于至今仍有部分会员未进行认
证，特就相关事宜补充公告如下：

1、本俱乐部球道整修作业已完成，将于2014年9月28日启动试
营业，届时欢迎各届球友提前24小时预约击球。

2、请仍未进行资格重新认证的会员于2014年8月31日前持原
会员会籍相关凭证到会员安置办公室重新办理会员资格确认手续。

3、凡在2014年8月31日前仍未办理会员资格确认相关手续的
会员，视为自动放弃本俱乐部会员资格。

认证咨询电话：13907596644 13617541386
联 系 人：倪女士 吴女士
击球预约电话：0898－63982128
会员安置办公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7号财盛大厦9层海南天皓

律师事务所会议室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09：00——12：00

下午15：00——17：30
特此公告

海南台健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南丽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2014年8月11日

投票幸运获奖名单
8月8日中奖名单
139****2681
186****6272
152****8428
139****6671
133****7237
181****7107
132****6981
187****8861
183****6395
189****2882

8月9日获奖名单
187****6149
139****1027
131****0985
188****2880
137****8028
135****7565
188****1491
130****7183
133****1933
139****0440

8月10日中奖名单
152****7795
139****9183
188****7364
151****0582
133****1551
135****7535
139****2337
131****1061
186****8941
180****7257

2014海南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火热投票中

为了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增强教师的荣誉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并展示名师名校风采，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在海南省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支持下，举办“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通
过该活动，大力宣传“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及其
学校的良好形象。

目前，活动组委会在个人自荐、学校集体推荐的基础上，邀请
教育界有关专家，已经从378名报名者中筛选出148名优秀班主
任在南海网公示（详情登录南海网）。请学生及家长给你心目中喜
爱的班主任投票。投票的结果将决定你喜爱的班主任是否能晋级
100名“我喜爱的班主任”。

“2014海南我最喜爱的班主任推介活动”正在强力推进，现已
进入投票阶段。参与投票，奖项多多。从8月7日起，每天抽取10位
幸运奖（共300名，每人奖励价值100元奖品）。并在活动结束前，
从投票人群中抽取一等奖1名，颁发价值10000元奖品，二等奖2
名，颁发价值4999元奖品，三等奖3名，颁发价值2000元奖品。

短信投票渠道：海南省内手机用户(移动、联通、电信)编辑“您
支持的班主任编号”发送到1062886622，(每个手机号码每次只能
发送一个候选对象编号，资费：1元/条，不含通讯费)，发送成功即

可收到成功参与的回复短信。例如：支持1001号，省内手机用户可
编辑“1001”发送到1062886622，收到成功回复短信表示一次投
票成功。

电话投票渠道：固定电话用户，可拨打16882221按语音提示
进行投票(资费1元/票，不含通
讯费)。

海币投票渠道：登录“海币
投票”，通过海币投票系统即可
用支付宝为候选班主任投票。

网络投票渠道：登录南海
网 (www.hinews.cn) ，进入

“2014海南寻找我最喜爱的班
主任”专题，在候选人中选择您
支持的班主任，点击“投票”即
可。

票数换算：总投票数=网
络投票数+(短信投票数+电话
投票数+海币投票)×10

请给你心目中的优秀班主任
投一票 中大奖

海口市海秀东路分店（电话：66723225）
海口市海垦路分店 （电话：68923626）
三亚市大东海分店（电话：88212898）
三亚市解放路分店 （电话：23397834）
儋州市中心大道一分店（电话：23336878）
儋州大通路二分店（电话：23397834）
琼海金海路分店 （电话：62926690）

文昌新风路分店 （电话：63226228）
万宁人民中路分店（电话：62130055）
东方大道二分店 （电话：25594188）
屯昌昌盛二路分店（电话：67831038）
昌江人民北路分店（电话：26639768）
陵水中心大道分店（电话：83324218）
临高解放路分店 （电话：28269699）

请中奖人员凭手机电话和身份证到广安堂下列分店领取奖品

扫一扫，多投票，中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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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救援队伍和受灾群众在震中龙头山镇悼念遇难同胞。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