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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侯小
健）欲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请注意了！
从12月 1日起，全国火车票互联网售
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开始调整，将由
现行的20天分步延长至60天。铁路
部门计划春运结束后，火车票的预售期
仍保持60天。这是记者今天从铁路方
面获悉的。

据了解，从12月1日起，火车票预
售期将分步延长至 60天。12月 1日
由现行的 20 天延长至 30 天，12 月 2
日至12月 6日，预售期每天再比上一

日延长6天，即12月 2日预售期由30
天延长至36天，12月3日预售期由36
天延长至 42 天，12 月 4 日预售期由
42天延长至48天，12月5日预售期由
48天延长至54天，12月6日预售期由
54天延长至60天，12月7日预售期为
60天。

照此推算，12月 1日旅客可购买
12月30日以前的车票，12月2日则可
购买明年1月6日以前的车票，12月3
日可买明年1月13日以前的车票，以
此类推；从 12 月 6 日起，预售期将最

终延长至 60 天，这一天旅客可购买
明年 2 月 3 日以前的车票。12 月 7
日，开售 2015年春运首日（2月 4日）
火车票。

旅客如要购买2015年元旦火车票，
12月2日就得赶紧行动。

另悉，车站窗口、代售点窗口、自动
售票机等售票方式的预售期分别为：12
月 1日为28天，12月 2日为 34天，12
月 3日为40天，12月 4日为46天，12
月5日为52天，12月6日为58天，较互
联网、电话订票预售期相应错后两天。

火车票预售期今起调整
12月1日由20天延至30天 6日起延至60天 春运火车票7日起开售

日前，“希望工程25周年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179家捐赠企业和23个捐赠个人代表
获得“希望工程25年杰出贡献奖”。海南创新书店董事长、省人大代表黄桂提是海南省唯一
的个人获奖者。黄桂提十多年如一日支持海南希望工程事业，以个人名义捐款1000多万元，
资助大、中、小学生3000多人。 图/海新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通讯员 钟友廷

今年41岁的黎先生在黑暗中度过了漫长的
40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海南省眼科医院，他
找回了光明。

黎先生小时候家里贫穷，加上家中兄弟姐妹
多，连吃一顿饱饭都成了“奢侈”的事情，地瓜稀饭
已是最上等的美味。黎先生刚出生时，双眼就患了
角膜白斑，1岁时基本失去了视力；因长期营养不
良，3岁时角膜开始变白。当时父母带他四处问诊，
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因家庭贫穷，又因当
地的诊疗水平有限，黎先生的眼疾无法得到有效治
疗。此后，他再也看不到光，而且是漫长的几十年。

今年9月，黎先生来到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
心海南眼科医院（海南省眼科医院），告诉角膜专
家钟兴武教授，他的左眼角膜瘘（角膜炎的并发症
之一）又复发了，疼痛难忍。钟兴武教授经过详细
检查告诉黎先生，他的左眼视力还有挽救的希
望。由于角膜材料稀缺，让他登记预约角膜手术。

11月19日，斯里兰卡捐赠给海南省眼库的
第九批角膜材料被送至手术室，钟兴武教授主刀
为黎先生成功施行了左眼穿透性角膜移植联合前
房成形、房角粘连分离术。术后，黎先生既担心又
兴奋，不知术后能否重见光明。

11月20日，钟兴武教授为黎先生拆开了左眼
绷带，他看到了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他刚换的
角膜，阳光点亮他的心！（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斯里兰卡捐赠角膜为海南患者送希望

40年后
“洋角膜”让他重见光明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周泓林）今天，为期两天的海
南省第五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经过161名参赛选手2天激烈的角逐，
海口代表队、三亚代表队和琼海代表队
分别获得团体总分一、二、三名。竞赛各

项目共决出第一名19人、第二名6人、
第三名9人。

本届大赛共设计算机组装、计算机
文本处理、网页制作、盲人按摩等18个竞
赛项目，也是历届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
大的一届。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林世
闻表示，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的目
的不仅是要展示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
平，诠释“你能，我也能”，更重要的是要
通过竞赛活动增强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
就业的责任意识，履行法律义务。

161名选手角逐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残疾人“比武”你能我也能

黄桂提获希望工程
25年杰出贡献奖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孙慧 邓海宁）
家居清洁、家庭餐制作、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老
人护理等家政服务生活技能如今也变成了竞技项
目。今天，第二届家政服务技能大赛海口选拔赛
在海南省商业学校开赛，12支家政服务代表队的
参赛选手们一比高下。

据悉，本次海口选拔赛共有12支家政服务代
表队参加比赛，过家居清洁、家庭餐制作、孕产妇
及新生儿护理技能、老人护理4个环节比拼，最后
比赛决出冠军。海南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该
公司获得15000元奖金；亚军海南家美乐家庭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获得10000元奖金。

第二届家政服务技能大赛
海口开赛

◀上接A01版
天冷雨多，农民日子太苦，解决摆在眼

前的老百姓困难成为常委会成员达成一致
共识的初衷。

房屋重建计划很快得以强力推进：文
昌市委组建48个工作队，副科级以上干部
全数参加，工作队到各片区村委会一对一
援助；市委班子成员每人“包干”一个镇，干
部党员带头，赶在深冬雨季到来前，争取房
屋重建胜利的“黄金时间”。

温暖的家园，依靠生生不
息的力量

从文昌决策层面看，重建远非易事：
近十万间掀顶、倒塌受损房屋，涉及资金
数以亿计，稍有不公或不慎，极易引发群
体事件；农民建房，即便政府补贴到位，自
筹的那一部分也不易筹到；而9月过后建
材市场价格一路飙涨，成本压力不堪重
负；甚至，建房所需的巨量砖瓦从而何来
也让人犯愁，而可用的时间却所剩无几
……

兄弟市县间的手足之情，在灾难来临
时充分展现；全岛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传递
在灾区的每一个角落。

在省政府调拨资金的同时，很快，三亚
1.1亿元对口援助资金到位，陵水9000多
万元资金到账，乐东750万块红砖一路飞

奔送达……
穿梭于各村的还有党员干部。文昌市

建设局长符史文有次带着人防办主任陈
德下村，路过抱罗镇发现老陈眼神不对，
后来才知道，老陈家就在抱罗镇，房子全
塌了，可他硬着心一个月没回家；已劳累
多月的市委常委陈武，有一天，在没屋顶
的东路镇老百姓家里，刺眼的烈日下，他
的太阳穴突然一阵剧痛，血水竟从眼角流
了出来……

干部豁着命对老百姓好，百姓怎么就
不能出点力，支持他们！东路镇东村农民
纷纷说。

在灾区，守望互助带来的庞大力量，犹
若一次新生，绝地而起。以党员干部为榜
样坐标，激发广大群众重新树起的重建自
救信念，凝结了这座古老之城不可摧毁的
血性。

这血性，也映在公坡镇边城村77岁老
人韩坚元的眼睛里。这位年迈的阿公，在
全村80户人家房屋尽毁时，带着130多名
村民自救重建，没花一分人力费。村里7
位泥瓦工在他的召唤下回来了，组成施工
队，挨家挨户免费修房子。而遇到村里仍
很忌讳“七月风俗”不肯开工的人家，阿公
就干脆劝说，“老天把‘拆’房子和盖房子的
日子都选好了，我这年纪都不怕了，你们还
怕啥？”村里人释然了，跟着一起干起来。
80间房屋个把月完工。

于是，我们看到如今修葺一新的边城
村新房，屋顶各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亮。

乡村，逐渐在怆痛中平复。或许，这本
是坚韧的文昌人民千百年来最为熟悉的生
存方式，家园突然断了、碎了，而又顽强地、
不放弃地去连接、恢复。

重建的推进，只因挺立着
山一般的脊梁

11月24日，在昌洒镇昌发村，村支部
副书记王录海开着拖拉机拉回一车瓦，这
是几个月来他为自家拉的第一车瓦，而此
前，这辆抗灾中的“英雄工具”都是村民在
无偿使用。

村里没有人不感激阿海，昌发村委会
灾前202户人家，两场台风过后，房屋掀顶
倒塌123户，多半户人家“无家可住”。

台风发生当晚，大雨滂沱，六村85岁
的符淑惠家房屋被掀了顶，王录海脱下自
己的雨衣把阿婆背出了家门。奔忙至天
亮，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老母亲还一人在
家，他疯了一样地奔回去，家已变成一片废
墟。他四处狂喊着，最后在家里那间窄小

的厕所里，找到了浑身湿透、冷得发抖的母
亲。他紧紧抱着老母亲，眼泪止不住往下
流。

随着灾后重建的开始，王录海开始忙
活着村里堆积如山的操心事，他把母亲从
废墟中转移到亲戚家寄居，村里别人家的
房子眼见一天天修好了，可王录海家的院
子依旧废墟一片。

壮实的汉子，每天从分配物资、治安执
勤，到重建房屋、运输物料，累得心脏病突
发被抬进医院。谁知，他第二天就“溜”回
来继续工作。他对自己说：“再难也要把这
个担子挑起来。”

“灾后重建，党员干部们就得像一头开
山的牛，老百姓才能跟着我们一起坚强地
走！”村支书梁振杨感慨道。

一个有责任的党员队伍，才能把痛苦
化为力量。文昌灾后重建中，依靠的就是
一支支挺立如山一般脊梁的党员突击队：

翁田镇内六村农民在暴风雨过后全部
撤出村子时，由市委办主任徐建超带领的
工作队却住进了村子；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利民在昌洒镇唐
教村驻点时，他帮农民上瓦的手艺活干出

了名；
陈武在东路镇东村看到贫困户邢益毛

带着两个孩子无家可归，四处“化缘”了10
万元物料帮母子建房；

……
台风把房子刮走了，却把干部作风刮

回来了！加丁村村民这样生动地形容。
一个个党员，一名名干部，在灾后重建

声声奋进的鼓点之中，将共产党人的旗帜
扎根在最深的土地之上，他们的汗水让老
百姓心疼，可他们的行动比誓言更掷地有
声！

智慧的凝结，因为满怀对
明天的期望

见到村民钟玉燕时，她带着记者去看
了内六村救灾办公帐篷里夹挂着的一张张
公示单，而朝着手指的方向，她家90多平
方米的重建房屋已基本竣工。“日子要和从
前一样过下去！”

就在2个月前，徐建超为她家登记政
府房屋重建补贴时，她突然转过脸哭了，

“家里哪还有钱建房？”
“钟玉燕家5万元建房贷款来得不易，

低收入不符贷款条件的群众的贷款担保，
是靠徐建超一户一户跑来的。”村民小组
长王康生说，“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担
保。”

“灾后重建面对的重重困难，迫使我们
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去等、靠、要，得主动寻
找科学的办法去破解！”市委书记裴成敏
说。

也唯此，一系列探索在重建工作中推
展开来：

——围绕规划，灾后重建在大方向上
将拉动农民收入和产业发展与家园重建相
结合。

——围绕技术，将硅酸盖板等广泛应
用于掀顶房屋修缮，大大提质缩时；

——围绕资金，政府拨付房屋款补助
采取“最简易”程序，将3次公示变为1次公
示，农民领到拨付款的时间从21个工作日
大幅下降至7个工作日。

……
再见到徐建超时，他帮着内六村农民

王安国、王安毛兄弟复建的鸡棚已基本完
工，欢蹦的7000只鸡苗让兄弟俩高兴得合
不拢嘴；而不远处，村里一株株椰树苗也已
经一排排种下，过不了多久，这些树苗就会
鼓起农民的钱袋子。是啊，灾难可以毁灭
许许多多，但它永远毁灭不了的是，深深扎
根于人民心中的在这片乡土上生活的希
望！

面对悲痛，可以用力量来卸下；面对伤
怀，可以用责任来取代。有着这般胸怀的
文昌人民，又怎么不铁骨铮铮！

（本报文城11月30日电）

温暖，亲吻着这片土地

12月1日 30天 可买12月30日以前的火车票

12月2日 36天 可买明年1月6日以前的火车票

12月3日 42天 可买明年1月13日以前的火车票

12月4日 48天 可买明年1月19日以前的火车票

12月5日 54天 可买明年1月25日以前的火车票

12月6日 60天 可买明年2月3日以前的火车票

日 期 车票预售期 购 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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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孙世忠

“养了这么多年的猪有挣也有亏，以
后靠这个新模式，养猪再也不用担心掉
价了！”11月28日上午，在澄迈金江镇参
加完海南瑞今畜牧业有限公司举行的瑞
今黑猪“公司+农户”养殖大会后，澄迈金
江镇农民罗贻秀高兴地对记者说。

近年来由于猪价起落较大，饲料、
人工成本升高，很多农民都放弃了养
猪。而罗贻秀却在今年年初联合4个
村民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合伙投入
了约50万元养了2000多头黑猪。

为何罗贻秀能逆势而上？“我们
现在养猪都是和公司合作，他们出猪
苗、饲料，我们只负责5个半月的养殖
管理，到时时间统一回收，市场猪价对
我们没有影响，保证赚钱。”罗贻秀说。

原来，瑞今畜牧业有限公司作为全
国规模最大的黑猪养殖企业，在澄迈发

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采用“龙头企
业+基地+黑猪养殖专业户”、“公司+
黑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黑猪养
殖模式进行推广，实行“五统一”合作管
理模式，除建猪舍外，养殖户不用出任
何资金，公司给固定利润于养殖户，让
养殖户承担养殖“零”风险。

据瑞今畜牧业公司总经理鲁云生介
绍，目前，瑞今公司已与12个黑猪养殖专
业合作社签署瑞今黑猪养殖合作协议并
实施黑猪养殖，计划将在澄迈发展5000
户养殖户，养殖规模可达到百万头以上。
同时，公司还考虑为优秀养殖户提供50%
的配套资金用于扩大养殖规模。

罗贻秀今年养殖的第一批瑞今黑猪
9月已出栏，他估算第二批出栏后就可收
回成本。“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投入少，风险
低，另外政府对我们建猪栏也有补贴，这
么有前途的挣钱方式，我们农民肯定是越
干越欢！”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

澄迈开展“公司+农户”模式养猪，农民得实惠市场有保障

企业加农户 猪倌发猪财

传输绿色能源
共建生态文明

中国南方电网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万 家 灯 火 南 网 情 深

2424小时供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电客户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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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此外，延长客票预售期及实行新运

行图后，部分旅客对能否买到春运车票
十分关注。对此，铁总运输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铁路部门将千方百计、最大限度
服务春运旅客出行。一是多种方式满足
学生购票需求。2015年春运学生集中
乘车时间为2015年１月15日至３月15
日，对于这个期间的车票，铁路部门采取
提前预售和预留学生票相结合的方式，
满足学生的购票需求。

除了预留一定数量的图定普速列
车硬座车票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票
供学生购票使用外，在12月5日至12

月20日，在互联网上集中受理上述时
间段的学生团体往返票，12月21日起，
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电话、窗口、自动
售票机等各个渠道购买2015年３月15
日之前的学生票。

二是为务工人员返乡提供多种选
择。针对务工人员难以提前确定返乡
日期的情况，此次调整至提前60天发
售的车票仅限图定旅客列车，铁路部门
将在１月上中旬，使用临客列车车票票
额以及学生票的剩余票额，用来办理务
工人员团体往返票。由于图定列车车
票预售早于临客列车，对于务工人员来
说，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火车开车前１５天退票 不收取退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