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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林永
成）“广安堂杯”2014年海南省羽毛球
俱乐部联赛今天上午在海口博豪羽毛
球馆开拍，来自我省各地的44支球队
700多名业余羽毛球好手参赛。

本次比赛分甲级比赛和乙级比赛，
44支参赛队伍包括甲级队14支、乙级队
30支。比赛为团体赛，设男子双打、男子
双打（年龄组）、混合双打、男子单打和女

子双打5个竞赛项目。甲级采取单循环
赛制；乙级第一阶段采取分组循环赛，第
二阶段采取淘汰赛，直至赛出名次。甲级
后四名降为乙级队，乙级前四名晋级为甲
级队。全部比赛11月30日结束。

今天上午在海口博豪羽毛球馆举
行开幕式。前国际羽毛球“四大天王”
之一、世界冠军赵剑华远道赶来助兴，
开幕式后他与本地好手进行了双打表

演赛，其精湛的球艺引发了现场羽毛球
爱好者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本次联赛由海南省羽毛球协会主
办，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承办。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集团有限
公司将为甲级俱乐部的冠、亚、季军颁
发6000元、4000元、2000元的奖金，
另外补助每个甲级俱乐部2000元，补
助乙级俱乐部前四名各1000元。

海南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开打
44支球队700多名选手参赛

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记者林永
成）2014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
五轮比赛昨日结束，领头羊万宁长丰队
连胜势头不止，他们以2：1击败澄迈雷
霆队后，以4胜1负继续领先第二名佳
宁娜红色战车队4分。

万宁主场迎战澄迈。第41分钟，万
宁队32号黄辉首开纪录；澄迈队26号符
仕颖第55分钟将比分扳平；仅过2分钟，
万宁队35号郭园将比分反超为2：1。

红色战车队本轮终于展示卫冕冠军
的实力，他们在主场以5：2大胜海南师范
大学队，24号队员冯宇上演帽子戏法。
另外一场比赛，三亚兆丰队主场0：2不敌
海南大学队，海大队在最后5分钟里连进
两球。海大队此轮获胜后，积4分摆脱垫
底位置，而三亚队未尝胜绩当上副班长。

下轮比赛11月15日进行，对阵形
势为：澄迈VS三亚，海师VS海大，万宁
VS红色战车。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五轮战罢

万宁队连胜继续领跑

本报讯 11月9日，在足协杯决赛
首回合比赛中，山东鲁能在主场4：2战
胜江苏舜天。比赛中澳大利亚主裁判埃
文斯短时间内判给鲁能两个点球，引起
了不小的争议。

需要注意的是，这名年轻裁判之前
曾多次执法过中超联赛，以擅于出红牌
和判罚点球闻名，舜天方面在赛前就曾
担心与鲁能外援麦克格文同为澳大利
亚老乡的这位主裁在比赛中会出现争

议判罚，不幸的是这样的担忧真的出现
了。舜天方面表示：“鲁能队的主力中
卫麦克格文来自澳大利亚，这个外援在
澳洲足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情
况下，澳洲裁判员能否真正公平公正完
成比赛执法？我们感到有些担忧。我
们也将这种担忧与中国足协相关部分
进行了沟通。”

针对比赛中裁判出现的问题，舜天
方面赛后表示10日将以书面方式与中

国足协进行沟通。“我们正在准备材料，
明天会上报中国足协，我们希望就本场
比赛主裁判的判罚给出评估，尤其是两
粒点球的判罚；如果第二粒点球的判罚
有问题，那么吴曦被判犯规收到的黄牌
是否应该被撤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会
与中国足协进行沟通的。”

执法当天比赛的主裁判埃文斯去年
才转型成为主裁判，此前他一直担任的
是助理裁判的工作，埃文斯在场上以敢
于出示红牌和判罚点球闻名。值得一提
的是，埃文斯今年仅仅只有25岁，在裁
判这个行业中可谓是后起之秀，他也是
澳超史上第一个从助理裁判成功转型为
主裁判的人。 （小新）

洋裁判判罚引发争议
舜天将上报足协

本报万城11月9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陈朝壮 黄良策）为期两天的第七届
O’NEILL冲浪海南公开赛今天在万宁市日月湾闭
幕。中国选手表现出色，囊获了5个项目的冠军。

在今天的男子项目比赛中，来自中国香港的
选手Joe Keogh获得男子短板冠军；被誉为“中
国男子冲浪第一人”的内蒙古选手铁桩在男子长
板项目中不敌英国选手，获得亚军。女子短板和
长板冠军分别由中国台湾的Leanne MacDon-
ald和中国的郭淑娟获得。此外，中国选手黄文
还获得桨板组的第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万宁少年冲浪先锋队的
选手、万宁市礼纪镇的“姐妹花”董可盈、董可馨分
别获得女子短板和长板的第三、第四名。

O’NEILL万宁冲浪赛结束

中国选手囊获5项冠军

11月9日，在NBA常规赛中，火箭队主场以
87：98不敌勇士队，尝到本赛季首败。图为勇士
队球员汤普森（右）进攻。 新华社发

火箭被勇士破不败金身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6天
10轮的鏖战，“新燕泰·国际旅游岛杯”全国业余围
棋公开赛于今日在海口落幕，中国业余围棋“四大
天王”中的白宝祥、胡煜清分获个人前两名。陈必
森、付利、任欣远分获海南省内最好成绩奖前3名。

本次比赛总奖金为23万元。在最受瞩目的
个人奖方面，白宝祥、胡煜清、隋泽翔均10战8胜
积16分，通过比较对手分，白宝祥荣获冠军，并捧
走6万元现金大奖，胡煜清、隋泽翔名列第二、第
三名。两人分获3万元、1万元奖金。

团体成绩方面，实力雄厚的山西同至人队获得
冠军，清一围棋社、萌萌哒豆子队获得第二、第三
名；邵光、翟东川、付利获得大龄最好成绩奖前三名。

全国业余围棋公开赛结束

白宝祥获个人冠军

据新华社济南11月9日电（记者
吴书光）足协杯决赛9日进行首回合比
赛。尽管先失一球，但山东鲁能队凭借
勒夫的“帽子戏法”，主场以4：2逆转战
胜江苏舜天队，在两回合决赛中占得先
机，夺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比赛伊始，山东鲁能队就发起进
攻。鲁能队张驰第11分钟射门被对方
门将拿住。第15分钟，吉翔主罚任意球
为江苏先拔头筹。落后的鲁能队没有懈
怠，频频组织有威胁的进攻。终于，第
27分钟，鲁能队开出角球，勒夫头球破
门扳平比分。双方随后互有攻守，但未

能改变比分。
易边再战，鲁能队连进三球将比分

逆转。第53分钟，鲁能右路传中，乌索
鱼跃冲顶破门。第61分钟，由于麦克格
文遭对手侵犯，主裁判罚点球，舜天强烈
不满但主裁并未理会，勒夫未受影响稳
稳罚中点球。第70分钟，打出了气势的
鲁能由刘彬彬再次获得点球，勒夫主罚
虽被邓小飞碰到但依然命中。鲁能取得
4：1领先。第72分钟，吴曦补射进球为
舜天扳回一球。补时阶段，鲁能又有机
会，但蒙蒂略射门不幸打中横梁。比分
最终定格在4：2。

山东鲁能队主教练库卡赛后说，这
是一场决赛该有的精彩程度。首先丢
球，落后仍坚持进攻，打进一球；下半场
继续改写比分，但不幸又丢了一球。“我
不是很满意这个比分，这个比分打客场
比较危险，没有人想着已经获得冠军，我
们对江苏有足够尊重，现在只是有第一
回合的比分优势。”

江苏舜天队主教练高洪波说：“祝贺
鲁能99％已经获得足协杯冠军，下场我
们应该加强进攻，但因为唯一进攻队员
因为停赛打不了比赛。感谢舜天队员没
有让比赛失控。”

足协杯决赛首回合战罢

鲁能4：2逆转舜天占得先机

山东鲁能队球员勒夫（右）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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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干部带头参与

昌洒镇唐教村，是灾后重建试点
的村庄之一，村中新建的平顶房多数
已经封顶，修缮的瓦房也基本完工。
彩条布搭起的简易工棚下，一位穿着
迷彩服的汉子和村民们坐在一起，聊
起了重建：“建房资金有困难，就先修
间横屋，政府给咱们有补贴。但大家
也得想着怎么合理利用，战线别拉太
长，修起一间房子再说！”88岁的唐教
村村民王禄川坐在一旁，拍着他的肩，
哈哈笑着说：“他现在晒得黑不溜秋，
还学会了海南话。”

这个已经晒得黝黑的汉子，是文昌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利民。7月19日
台风刚刚平息时，曾利民顾不上进水的
家，匆匆收拾几件衣服，就扎进重灾区
之一昌洒镇指导救灾工作。

同样坚守在重建一线的，还有文
昌市市委办主任徐健超和市规划局局
长王小飞。在台风登陆的翁田镇内六
村，他带着工程队勘察重建房屋、一次
次协调受灾群众的房屋修缮问题、一
个个说服村民们移风易俗开展重建、
一笔笔重建资金发放到村民手中。

如今，内六村新建的25间平顶房全
部动工，部分已经接近完成。而干部们
的工作，还远未停止。文昌市政协副秘
书长陈春梅为翁田镇东泰山村的重建，
在村里一住就是近两个月。文昌市畜
牧兽医局局长陈吉夫皮肤被烈日暴晒
出了水泡，仍坚持现场指挥无害化操
作；文昌市民政局局长邢彩虹声音沙哑
了，手机被打得发烫，却抽不出时间去
看一眼医院中病危的老父亲。文昌市
120名机关干部，在受灾乡镇用自己的
坚持，努力帮助群众重建着家园。

乡镇干部跑腿一线

“是的，我在镇政府，您可以放心
来，我们都不放假了！”这句话，昌洒镇
政府党政办工作人员梁振超记不得说
了多少次，同样记不得的，他已经有多
少天没好好休息了。梁振超说，党政办
的工作多而杂，而当下又是灾后重建的

关键时期，自己不敢有丝毫疏忽，往往
一个小差错，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从
抗风到重建、从重建到恢复生产，梁振
超的神经从未放松过。

而在翁田镇政府里，原本是正常的
工作日，许多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却大门
紧闭，原来，是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办公
室，“搬到”了田间地头，哪里在重建、在
恢复生产，哪里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一
辆摩托车，就是他们穿行大大小小村庄

的交通工具，想要办事，也已无需跑到
政府部门办公室，只需一个电话，镇干
部们就会主动到现场解决问题。

“灾情就是命令！”这句话，公坡镇镇
委书记郑善时常挂在嘴边，也同样是这
句话，驱使他在风灾过后跑遍了公坡镇
大大小小的所有村民小组，保证全镇1.2
万名群众在41年不遇的超强台风中没
有出现人员伤亡。灾后，郑善第一时间
将全镇所有干部集中起来，分为8个工作

小组，分头进行疏通道路、筹备物资、安
抚群众等工作。进入重建阶段后，郑善
往来奔波在各个村庄，查看房屋受损、重
建等情况，灾区一线，就是他的办公室。

在文昌市受灾较严重的七镇一场，
数百名乡镇干部用他们自己的双脚，

“丈量”着灾区的土地，用驻村驻点、上
门服务的方式，为灾后急需帮助的群众
送去了最可靠的协助，也得以让灾后重
建工作顺利进行，而今重建及恢复生产

工作依旧稳步推进，镇干部们的脚步，
也还未停歇。

村干部“拼命”坚守

“他就是闲不下来，简直是工作
狂！”昌洒镇昌发村党支部书记梁振阳
如此评价昌发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录
海。梁振阳记得王录海因为血压升高
引发心脏病住院时，他依旧放不下村里
的重建工作。回到村里时，他的血压仍
很高，每天都得靠降压药维持。即便是
这样的身体状况，王录海还是主动请
缨，希望能帮助推进房屋定损工作。“村
里工作这么多，书记也很忙，既然我回
来了，当然要主动分担！”王录海的话，
总是让梁振阳很难拒绝。

配合市里的工作组、深入每一个村
庄查看房屋，登记瓦片缺口、计算受损
面积，用梁振阳的话说，这样的工作量
要是给一个健康的人都够大，何况是一
个刚出院的病人？有了第一次入院治
疗的经历，梁振阳和其他村干部们决
定，要把王录海好好“保护起来”。

但对王录海来说，让他呆在办公室
里处理文件，无异于比身体的不适更加
难受。“一件事没做完，心里老是不舒
服。”王录海笑着说。

公坡镇的五一村是文昌的冬季瓜
菜产地之一，村委会主任周经绩犹记得

“海鸥”来时，正是朝天椒下苗的时节。
7月15日中午，周经绩就知道台风正往
海南来，即便不在海南登陆，大量的雨
水也会严重影响朝天椒的生长。说动
就动，周经绩立即通知了其他村民，5
个小时里，全村40户辣椒种植户将已
经出苗的朝天椒，转移到了屋子里。

辣椒苗保住了，周经绩又马上投入
到了群众安置工作中，用他自己的话
说，自7月“威马逊”袭击以来，他几乎天
天都保持着警惕，大家都劝他休息，可
他哪里闲得下来。

在整个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过程
中，文昌市的广大干部发挥着巨大作
用，他们用自己事无巨细的工作，让文
昌在经历过灾难后迅速恢复着生机。
让我们向坚守在一线的干部们说一句：

“你们辛苦了！” （文/笑非 赵优）

风灾重建中文昌市各级干部拼搏在一线

为了家园重新长出新绿
11月 9日中午，翁田镇内六村的许多村民

正在围着一张桌子，桌子前坐着的一位镇干部，
手下压着一叠表格，十分忙碌。近日，文昌市政
府出台了超强台风“威马逊”受损重建追加补
助方案，民众们利用干部现场办公的机会纷纷
前来登记确认。

此时距离文昌市政府出台首个灾后房屋重建
补助方案已有近3个月。这3个月，政府出台的
补助政策一个接一个，竭尽全力解决民众重建最
大的困难：资金缺乏。“出乎意料”，一位村民说，

“每次都以为政府的帮助就到这一步了，哪想还有
下一次。”

据统计，全市因灾受损且符合补助条件需
要重建和修缮的房屋有 4.7 万多户，其中符合
条件的有 3.1 万多户。根据省委、省政府原先
的要求，文昌必须想方设法帮助这些农户于
年底前建成新居搬离帐篷。这是一个艰巨的
任务。

8月13日、14日，文昌市政府连续出台两个
方案，对重建农户进行补助，需要贷款的予以财政
贴息。正屋倒塌及鉴定为D级危房的，重建一栋
分别补助3.5万元和2.5万元，其它情况补助400
元至7000元不等。贷款贴息比例为50%。除此
以外，政府还决定兜底为五保户、低保户和贫困户
等困难户建设安置房。

这迅速提高了重建的开工率。截至 9 月
底，已有个别村庄完成难度相对较低的修缮
工作，不少困难户住进新居。但依然有相当
部分民众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动工，贷到款也
不多。

9月底至10月初，重建开始进入攻坚克难阶
段，政府再次发力，出台了重建奖励政策，对在规
定期限内动工和完工的农户，予以每栋（目）300
元至1500元不等的奖励。此外，还出资2000万
元设立贷款风险金存放于市农信社，对房屋重建
贷款进行担保，农信社据此提供最高5倍（即1亿
元）的贷款额度。

10 月底，对于所有开建及未建的农户来
说，“惊喜”再次降临。市政府决定对重建进行
追加补助，倒塌及D级危房正屋每栋获补 1.2
万元，倒塌、D级危房横屋及C级危房正屋每栋
（目）获补 4000 元，其他情况也有数额不等的
补助。

据统计，截至10月27日，文昌累计已下拨受灾
镇（场）重建资金2.6444亿元，这还未包括1.29亿元
的第二批灾后重建补助资金。除了资金补助政策
外，引导农户们采用建房新材料、免费提供水泥等大
批措施也有力地推动着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庆明 黄兹志）

文昌全力解决民众房屋灾后恢复困难

补助政策一个接一个

措施给力

11月6日，受超强台风“威马逊”重挫的文昌市翁田镇内六村，如今村民正在积极开展重建。 水木 摄

那场41年不遇的台风，摧毁了百姓的家园，却没有打垮大家的信心。自台风“威马逊”来袭前到台风过
境后，自备战台风到灾后恢复重建，有一群身影始终坚守在抗灾重建一线，他们是文昌市广大党员干部们。
在文昌重灾区的主要交通干线上，醒目的标牌上用大字写着在全省抗风救灾表彰大会上所总结的抗风救灾
精神“敢于担当，人民至上”、“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等，以此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群众们都说，台风来了，掀开了屋顶、吹倒了树木、刮走了家畜，但也“吹来”了给群众办实事的干部们。干
部们都说，台风来了，工作量大了、没有节假日了，但却听到了群众们最真实的声音。

现场会开到田间地头，重建规划就站在废墟上敲定，干部们住在村里吃在村里，却没有耽误手头的本职
工作。大家都感叹，干部的作风变了，也让他们感觉更亲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