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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高晓
宏 刘华 章伟）“将歹徒绳之以法，这是我们警卫战士
应尽的职责。”昨天下午，当与记者谈起凌晨勇擒歹徒
的事迹时，省军区警卫连列兵孙子恒依然十分镇定。

昨天零时20分，孙子恒正在省军区大院北侧哨
位执勤，突然发现两名陌生的地方人员在大院内游
走、左顾右盼，行迹十分可疑。

“站住！口令！”孙子恒立即上前几步，在相距
15米左右时，让两人通报口令，要求确认身份。两
人一惊，没有停步，反而转身欲向反方向逃走。孙子
恒快步奔到两人面前，立正站定，抬起右手，厉声喊
道：“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面对身高一米八三，正气凌然的战士，两人十分
紧张，其中一人颤抖着掏出了证件。孙子恒检查证件
后，没有放松警惕，继续盘问。紧张之下，两人露出了
马脚：一人说是进来上厕所，另一人说是找老板要钱。

“两人回答不一致，这引起了我的警觉。”孙子恒
说，自己继续追问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面对厉声
逼问，两人语无伦次，转身就跑。

说时迟那时快，孙子恒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只手
抓住其中一人的衣领，另一只手反手擒拿，用腿一扫，
将其摔倒在地。用膝盖顶住后背，将此人牢牢按在地
上后，孙子恒马上用对讲机呼叫大门岗哨，追击另一
人。在仓皇逃跑中，另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扔
向围墙边，但没几步就被赶来的哨兵包围并制服。

被制服后，两人首先谎称是工人，讨债不成反被
追打，无奈爬树跳进部队大院。警卫连连长罗毅听了
孙子恒的讲述后，断定两人在说谎。随后，战士们在
附近找到了嫌疑人丢弃的一把长约15厘米的西瓜刀。

昨天凌晨1时许，省军区保卫处与地方警方取
得联系，并将两人押解到省军区看守所。经随后赶
到的民警辨认，两人正是警方正在追击的持刀抢劫
伤人嫌疑犯！

犯罪嫌疑人交代了犯罪经过：当晚，二人抢劫了
一名出租车司机，并用刀具将其捅伤，在民警追击
下，躲藏在省军区附近，并趁机爬树跳入营区。

民警对部队官兵帮助抓捕罪犯表示感谢，当听
说孙子恒勇擒歹徒的事迹后，纷纷对这名入伍不到
1年的列兵竖起了大拇指。

连长罗毅告诉记者，孙子恒虽然入伍时间不长，
但平时训练十分刻苦，多次荣获连队训练标兵殊
荣。新兵入伍训练时，他曾因训练过猛导致腿部骨
折，但伤势一恢复就马上回归部队。

凌晨，两名可疑人员溜进省军区大院

警卫战士孙子恒
勇擒持刀抢劫嫌犯

本报保城 6月 14日电 （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黄秋娜）
高温炎热，太阳播火。黎族农民黄进取
今天顶着烈日来到田地边的河段抽水
灌溉。“天气旱，我们也要下秧，没有水
我们就想办法抽水。”面对旱灾，黄进取
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恢复生产。

自进入5月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旱情逐渐严重，县委、县政府领导
多次辗转一线了解旱情，及时研究部署
抗旱工作。农业部门派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科学抗旱；水务部门分赴
各乡镇指导乡镇堵河取水，开渠引水，
努力做到多引、多提、多拦、少放、留足
抗旱水源。民政部门投入60万元用于
救助因干旱农作物失收造成生活困难
群众。据县三防办统计的数字显示，目

前全县累计投入抗旱人数11051人，投
入机动抗旱设备1318台、机动运水车
辆194辆；投入抗旱资金87.87万元；抗
旱浇灌面积5631亩；临时解决人畜饮
水困难11285人，大牲畜13090头。

河流断流水井干枯

记者从保亭三防办了解到，由于天
气持续高温，降雨偏少，降雨量分布不
均，导致该县部分河流断流，田地开裂，
大面积农作物、经济作物受旱。目前全
县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受旱面积达1.4万
亩。同时，一些水井干枯，供水厂告急，
部分群众出现生活用水难问题。

据保亭三防办负责人介绍，全县49
座水库蓄水量为1688万立方米，占正常

蓄水量27.88%，比去年同期减少6.13%。
全县17座小（2）型水库已经干涸，水利
工程抗旱供水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在保亭加茂镇加答村灶供村小组，
村小组组长黄学新正在带领农户用沙
袋来堵溪取水，灌溉田地。

黄学新告诉记者，为了确保晚稻能
够种下秧，他们根据目前山塘、水库蓄水
少，河流水量少的实际情况，采取用沙袋
堵溪水，分批抽水灌溉的方式，以确保每
个农户的田地水源得到有效补给。

据不完全统计，持续的高温少雨天
气已造成加茂镇近4000亩的农作物受
灾。目前，加茂镇正在组织群众抗旱，
确保生产用水。

南林乡是保亭瓜菜种植大乡，持续
高温干旱，该乡的农作物受旱严重。为

了缓解农作物旱情，乡委乡政府发动村
委会和村小组党员干部，清理疏通水渠，
修复渗漏水利渠道，减少农业用水输送
过程的损失，保障正常农业用水供给。

确保群众生活用水

今天记者在保亭保城镇石硐村委
会什小村小组路口看到，村民排成一队
在路口的水龙头前轮流等待接水。村
民黄庆和告诉记者，今年5月县水务局
在村头路口处安装一个水龙头，这才解
决了全村52户189人的生活饮水。

什小村小组是今年受旱较重的村
庄，一直以来村民的生活用水都依靠村
里唯一一口大水井，然而这口大水井已
经干涸，给村民生活用水带来极大不便。

村民告诉记者，自从水井干了以
后，县消防队用消防车给村里送过水，
但是送水量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
之用。为了缓解村民的饮水问题，今年
5月县水务局从附近的一家企业拉一
条水管到什小村村口，安装一个水龙头
救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村百姓的
生活用水问题。

同样，生活用水告急的还有三道
镇。今年以来，由于受高温少雨天气的
影响，供水点所处的河段已出现断流现
象，导致三道镇供水厂供水不足，停止
了供水。当地群众只能依靠水井取水
用水。为解决群众用水问题，三道镇目
前计划在供水点附近开挖引水槽，把河
道凹地中的河水引到供水点，抽取净化
后进行供水。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张秀
辉）一名男子酒后起争执，拿起酒瓶碎片向群众挥舞，
一位协警果断出手制止，手臂被刺伤。这是发生在今
天凌晨1时许海口市友谊路上的一幕。

据了解，男子曾某贵与朋友在友谊路上喝完酒
后，准备搭乘摩的离开，不料摩的司机拒载，这几名
男子一气之下耍起酒疯，其中曾某贵手持啤酒瓶碎
片向周围群众挥舞。

群众报警后，海垦派出所两名警察带领两名协
警立即出警处置。见到情况十分危急，协警吴多清
奋不顾身上前阻拦，徒手将该男子手中的啤酒瓶抢
下，及时制止了该男子的疯狂行为，其他出警的民警
也迅速将该男子控制。

处置结束后，大家才发现吴多清手臂血流不止，
送到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吴多清小臂被啤酒瓶割开
一条大口子，且有一块玻璃碎片卡在肌腱群中，有一
条肌腱已断裂，医生立即对其进行手术治疗。

目前，嫌疑人曾某贵已被警方依法拘留，案件正
在审理当中。

男子酒后危及群众
协警出手控制负伤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记者黄媛
艳）三亚下场雨居然刷爆了微信朋友
圈。今天，久逢干旱的三亚市区，迎来
半年内最大的一次降雨，许多市民和
游客纷纷在朋友圈内“晒出”降雨图。
三亚市气象局局长柯维耀透露，三亚
将继续加强人工增雨作业，未来3天仍
将有降雨出现。

6月13日夜间到14日17时，三亚
市气象局在三亚赤田水库和水源池水
库周边共进行人工增雨作业5次，发射
增雨火箭弹12枚。三亚普降小到中
雨，局部大雨。

三亚全市 2 万多人出现饮水困
难，2.1万多亩农作物受灾，今年1月
1日至6月10日，三亚市区降水量合
计仅 18.4 毫米，与历史同期均值
273.2毫米相比偏少93.3%，其中3月
份三亚市区降水量为零。这个夏
天，三亚的旱情告急，该市启动三级
应急响应。

今天，三亚市民的朋友圈可热闹
了，一场局部的甘霖快速刷屏微信朋
友圈。“喜雨”“下个雨竟然有欣喜若狂
的感觉”……三亚市民在微信朋友圈
内丝毫不掩饰对于雨水的集体渴望。

“昨天夜间起，受越南低压槽和人
工增雨作业共同影响，三亚东半部出
现阵雨天气，降水落区出现在海棠区、
吉阳区、天涯区，主要在海棠区和吉阳
区。降水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大
雨；其中水库或附近的降水量为：赤田
水库34.9毫米，水源池水库11.5毫米，
半岭水库12.7毫米；市区0.7毫米。”柯
维耀透露，未来3天三亚市仍有小阵雨
天气，三亚市气象局将继续安排人工
增雨作业车辆和人员驻守在水库，全
面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以缓解三亚市
的旱情。

三亚迎来半年内最大一次降雨

3天内鹿城仍将有“喜雨”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刘贡）
昨天是中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今年的
活动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为
此，省图书馆特邀霍氏百年藏书传承人
霍毅主讲“海南霍氏百年中医古籍收藏
的开发与利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公共馆藏和
私人收藏的古籍4000余万册，由于历经
岁月的侵蚀，其中三分之一（1500万册）
损毁和自然老化非常严重。在古籍现存
量有限的海南，上万卷霍氏中医古籍是
海南民间首次发现如此大量、系统的古
籍，具有极其丰富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这批藏书的主人，是已故海南名医
霍列五。一生专注中医研究的他，收藏
了大量的中医典籍，共有数千种十多万
卷。海南百年中医古籍传人霍毅讲述了
这批珍贵古籍如何在海南常年酷热潮湿
的环境下，历经特殊年代的辗转，经受风
雨保存至今。

中医古籍，作为古籍保护中的更具
有实用价值的门类，其最大的价值在于
应用。这一本本线装书中，尤为珍贵的
是，有历代医者的心得批注。霍毅介绍，
希望把父亲遗留下来的中医古籍验方整
理出版，并在霍列五60多年的行医生涯
中数千则单方中，首批整理了400多个
单方，在本地一热门论坛上陆续发布后，
获得超过36万点击率和8000多个回帖
关注，这更坚定了霍家后人整理霍氏中
医古籍验方的信心。

百年中医古籍传人
讲述古籍保护故事

■ 特约记者 郑晓富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黄建清 陈圣智 蔡舒杯

不久前，预备役师编兵大户——省
农垦总局党委正式批准下拨了2015年
预备役部队训练经费。这是军地双方自
去年联合启动40个预备役营连编组调
整改革任务后，为推进“兴垦强军”活动
持续深入发展而采取的又一实际举措。

军地共建铸就巩固国防，融合发展
成就天涯劲旅。自2003年以来，预备
役师与省农垦总局联合开展“兴垦强
军”活动，走出了一条范围覆盖全省四
分之一地域，持续时间长达12年之久
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创造了编兵练
兵用兵的“海南模式”。

在实践中找准融合支点

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只有找准支点，才能确保融出
实效、合得顺畅。

“‘兴垦强军’活动不是人为指定
的，更不是刻意开展的，这一活动之所
以能成为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载体，
关键在于它符合了军地发展的需要。”
预备役师政委符显辉告诉记者。

12年前，预备役师正值编制体制调
整，所属四个团扩建，经费难筹集、活动
难开展、训练难落实的“三难”问题十分
突出。而与此同时，海南省农垦系统武
装部编制撤销、派出所减编，保卫力量
难以满足护林保胶、抢险救灾的需要。

正在军地为发展所困时，一次偶然
的编组实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2002
年，预备役炮兵团一营率先在龙江农场
组建龙江连，他们采取“以劳养武”、护
林保胶等活动，不仅解决了连队建设经
费，而且组建当年就为农场创造了20
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龙江连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也让
军地共同找到了一条融合发展的渠道。
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支持下，他们
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2003年，预备役
师和省农垦总局联合出台了《破瓶颈、求
创新、谋发展》的决定，他们采取在每个
农场组建一个排的方法，并通过开展“以
劳养武”活动，以此解决预备役部队建设
经费来源。同时，充分发挥预备役部队
训练有素、组织程度高的优势，广泛开展
护林保胶、抢险救灾等活动，创造了可观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了农场生产力
和部队战斗力提高的双赢。

在相互融入中互促共进

军地发展如车之两轮，只有互相支
撑才能并驾齐驱。

军地因地制宜开辟“以劳养武”基
地，围绕发展高效农业、做大做强橡胶产

业，引导官兵发展自营经济，取得巨大成
功。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减轻了农场的
经费负担，而且拓宽了营连经费来源渠
道，实现了农场发展生产力和部队提高
战斗力的有机结合。

以有为求有位，以参建促自建，不仅
带来了有形的经济收益，而且对防止偷
胶盗胶现象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
建强用好预备役部队是促发展保和谐的
有效途径已成为农垦人的共识。各级主
动投入资金，为部队完善硬件建设和战
备物资储备，12年来，农垦系统共为预备
役部队基层建设投入资金，各农场平均
提供建设经费在5万元以上，编组在农垦
的连队95%的连部正规化建设达标，部
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有了强有力的支
撑，编组在农垦的连队有75%被各级评
为先进。与此同时，农垦系统应急抢险
有了可靠的拳头力量，偷盗胶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

军地共建铸牢国防基石 融合发展成就天涯劲旅

军民融合的一次生动实践

农业部门指导科学抗旱；水务部门传授引水方法；民政部门援助受灾群众

保亭：齐心协力渡“旱”关

本报临城6月14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记者今天从临高
县政府获悉，今年1-5月份临高出现
高温干旱天气致4.52万亩农作物受影
响，为积极防旱抗旱，日前临高争取到
省气象局的支持，在博厚镇实施了人工
增雨。

统计显示，临高全县农作物受旱面
积达4.52万亩，其中，东英镇受旱最为
严重，该镇农作物受旱面积22950亩，
其中水田农作物受旱面积5500亩、坡
地农作物受旱面积17450亩；受旱严
重的农作物有糖蔗、橡胶、龙眼、荔枝以

及坡地上的地瓜、淮山等。大部分水库
处在低水位状态，对农业生产用水极为
不利。

为做好防旱抗旱工作，临高一方
面加强宣传发动，积极组织群众采取
机动抽水机、人工戽水等办法防旱抗
旱，并组织水管单位200多人深入各
主要灌区渠道维修清淤；另一方面，
临高县三防指挥部积极争取到省气
象局的支持，于6月初在博厚镇等地
实施了人工增雨作业，促使临高东
部、南部村镇出现了中到大雨，及时
缓解了旱情。

积极防旱抗旱

临高实施人工增雨

关注我省各地旱情

“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围棋是人类高级的智力游戏，比易经出现
的年代还要早！”6月14日，来自贵阳的72岁前贵州省围棋队总教练、
曾培养出两名围棋国手的老棋手刘伊忠，冒着高温酷暑，来到海南师范
大学天元围棋社义务为大学生讲授围棋的艺术，启发同学们从围棋学
习中培养理性思维，更好地服务社会，成就人生。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6月13日，共青团海
口秀英区委组织开展青
春骑行活动，近百名青年
志愿者骑上自行车，来到
羊山地区石山镇的美社
村、荣堂村等林间小道，
徜徉绿海深处，领略火山
地貌的生态之美，调动大
家积极投身文明生态村
建设活动。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陈创淼 摄

徜徉绿海深处
领略生态之美

本报海口6月14日讯（记者金昌
波 特约记者佘正斌 通讯员陈宸）为了
提升部队文化建设，促进官兵全面发展，
6月11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举行

“送书进警营”活动，共向武警陵水中队
赠送价值25000元约1500余册的图书。

据了解，陵水县委宣传部有关人员
在活动前深入武警陵水中队进行了调
研，了解官兵的知识结构和阅读需求等
情况，及时与陵水新华书店协调沟通，增
强了选送书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记者
在活动现场看到，陵水县委宣传部赠送
的这些书籍中，不仅有官兵喜闻乐见的
军事、文化、历史、经济等书籍，而且还有
一些轻松愉悦的漫画和杂志等。面对如
此多的新书，官兵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士
官班长朱宏峰不无感叹地说道：“有了这
些丰盛的文化大餐，大家的阅读兴趣一
定会大增。”

近年来，陵水每年都会组织开展赠
送宣传画册、书籍和送晚会进警营等活
动，同时，还鼓励学校和文化团体多与武
警中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推荐一些素
质较高的老师帮助参加军校考试的战士
补习文化课等，有效提升了官兵的综合
素质。

陵水举行
“送书进警营”活动

古稀棋手讲授围棋艺术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南山景区再次开始总动员，这一次，目标直指
“二次创业”。

近年来，三亚致力于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打
造旅游业3.0升级版。南山景区作为排头兵，理所
应当率先试水——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向全域化的

“旅游境区”转变。
“未来10年，景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着力提升景区的文化品质，谋划推动一批具有高端文
化品质的项目，积极推动‘二次创业’。”三亚南山文化
旅游区总裁关鹏说，南山自1998年开园17年来，累计
接待中外游客达4000多万人次；无论是年接游客量，
还是年旅游收入及上缴国家各项税费，都居海南省旅
游景区之首。目前，规划面积34.7平方公里（含13.3
平方公里海域）的南山，已完成投资36亿多元。

“景区目前具有游览观光、休闲度假、会议接待
所需的‘游、购、娱、吃、住、行’旅游全要素和功能。”关
鹏说。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体验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南山为代表的传统景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打造“第三代景区”，建设“旅游境区”成为重要抓手。

“第三代景区不是圈地造景靠门票营收，而应步
步是景，不仅得到身体的愉悦，还有心灵的洗礼，和一
般的观光景区和娱乐景区有本质区别。”省旅游委巡
视员陈耀认为，“第三代景区”应该是个“境区”，打造集
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性的体验地。

“我们正在推动建设南山游客集散换乘中心和
智慧景区建设，解决旺季‘入园难’和‘停车难’，计划
配套建设部分商业设施，将周边村民纳入倡导旅游
与社区融合发展。”关鹏说，南山未来有望打造实景
演出的夜游项目，提倡宾至如归的“中国式微笑服
务”，持续发力家庭和婚庆市场。

关鹏透露，“一带一路”建设为南山发展带来了
重大发展机遇，景区正谋划建设一批高端的文化旅
游项目。未来10年，将着力打造南海佛学院、天竺
圣迹南山崖州古韵风情小镇等一批精品佛教文化旅
游景观、景点。 （本报三亚6月14日电）

打造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综合性、区域性的体验地

南山“二次创业”
拥抱“旅游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