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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张振汉）交警上路疏导交通，
民警转移群众……风雨中总是闪耀着警
徽。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3
日至4日，海口警方全体民警取消休假，
出动警力共5000余人次参与防台抗台
工作。

3日，海甸溪内，部分徐闻籍、临高籍
渔船紧急避风，船上有200多名渔民待
安置。当晚10时，美兰公安分局红岛边
防派出所、海甸派出所、便衣大队共40
名警力，与海甸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紧
急将200多名渔民转移至市第二中学。

到了4日凌晨，一些渔民以为台风不
来了，抱着侥幸的心理准备回到船上。获悉
情况后，海甸派出所所长陈海波立即带队赶
到现场，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做渔民的
思想工作，及时制止了渔民返回渔船。

道路通畅是城市的“生命线”。10
月3日起，海口交警及协管员按照部署
分布到路面各个岗位。4日风雨大作，
他们全部坚守在风雨中。在琼州大道、
椰海大道、红城湖路、龙昆南路等易积水
路段，现场交警顶着风雨、趟着浑水设置
水深度标杆、提醒标志牌，并布下岗点提
醒车辆谨慎通行或绕行。

海口5000余警力参与防
台抗台工作

警徽在风雨中闪耀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张笙发 特约记者 吴孝俊

10月4日上午8时，临高县波莲镇
古柳村，风雨并未如期来临，已经通宵
在村文化室值守的村干部王勇，依然不
敢掉以轻心，因为感冒发烧额头不时冒
着冷汗，他还是决定再去王永贵的家中
看看。86岁高龄的王永贵是低保户，因

患脑血栓，行动不便，每年台风季，他都
是王勇最惦记的人，“比亲人还亲”。

“我看你还是出去避避吧，台风虽
然没来，但后面恐怕还会有强降雨。”一
进门，王勇就开门见山跟老人打招呼。
不料老人不同意，因为老人觉得台风已
经过去了，不想再麻烦搬来搬去。

王勇也不急，耐心地做通老人的思
想工作，然后背起老人就往外走：“等风

雨过去了再送你回去，生命安全第一！”
9时30分许，临高全县开始降雨，

王勇将他负责的8户共11人全部安全
转移，可是他在回到村文化室的时候，
感觉头晕得厉害，于是请其他村干部，
叫来卫生室的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才发
现他重感冒高烧至39度。无奈，他选
择一边打点滴一边坚守值班岗位。

“其实风雨不算很大，他完全可以

回家休息的，但是他要求坚守岗位。”同
村另一位村干部说，自临高县委、县政
府部署台风防御工作以来，波莲镇的驻
村干部和古柳村委会35名党员干部都
严阵以待，从3日下午3时开始，专门安
排人员转移和安置群众，并轮班值守，
王勇虽然身体不适，但仍坚持和大家一
起，让村民都感动不已。

（本报临城10月4日电）

临高县波莲镇古柳村干部王勇带病坚守岗位

“他比亲人还要亲”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一笑）记者今天从海口
市琼山区委获悉，旧州镇文新村干部
梁安利昨晚为检修防洪楼冒雨夜行致
摔伤。

据悉，梁安利所在的新客村是旧州
镇文新村委会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人口

逾1000人，由于该村紧靠南渡江、地势
低洼，容易受台风影响江水倒灌淹没农
田屋舍，是重点防洪村庄，该村有一栋防
洪楼，是专为群众台风来袭时躲避之用。

昨天下午，梁安利接到气象预报说
台风“彩虹”将至，通知村民做好防范，
并主动转移困难群众，对防洪楼的各项

设施予以排查。经过排查，防洪楼上有
灯坏了，眼看晚上七点多天要黑了，风
雨越来越大，他心里非常着急，于是骑
车前往圩镇准备购买灯管和电线回来
维修。不料风雨越来越大，于是他越骑
越快，结果一不小心在路过马力桥时，
路滑土松，他连人带车一起摔了下去，

右脚及身体多处受伤，被送往旧州镇卫
生院，缝针治疗。

4日上午，听说了梁安利的事情后，
琼山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旧州
镇卫生院看望慰问，并号召全区基层干
部向梁安利学习，学习他主动作为、心
系百姓安危的精神。

海口市旧州镇文新村干部梁安利雨夜检修防洪楼受伤

风雨越来越大 他却越骑越快

本报椰林10月 4日电 （记者周晓梦 程范
淦）台风“彩虹”为我省多个市县带来持续降雨天
气。“雨天宜造林”，3日至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县
委县政府组织数支造林队伍，紧紧抓住雨量充沛、
墒情较好的有利时机，开展雨天抢种林木活动，加
快推进该县“退果还林”工作步伐。

昨日下午，在淅淅沥沥的雨中，记者在陵水县
隆广镇石关村委会亚后岭看到，造林队伍在半山
腰冒雨抢种林木，数十名造林人员一字排开，挥锨
扬镐，开挖树穴。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介绍说：

“在做好全县防风工作的同时，组织造林队伍抓住
台风降雨的有利时机，雨天抢种林木，既是提高苗
木存活率、加快推进‘退果还林’工作的有效途径，
也是构建全县生态森林体系，落实生态绿省，践行

‘绿化宝岛’行动的重要举措。”据不完全统计，此
次造林逾1.3万株，种植面积约为50亩。

据了解，由于历史原因，陵水许多山林被种上
了芒果、槟榔等经济作物。部分种果山林坡度已
超过25度控制线，一些山体中段地表裸露光秃，山
顶森林茂密，被人们戏称为“帽子山”。而裸露的
山体地表水土流失严重，水源遭到污染，严重影响
了陵水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形象。

对此，陵水启动了“退果还林”工程。截至目
前，该县“退果还林”面积已落实1000余亩，今年
力争完成1500亩。

加快推进造林工作步伐

雨量充沛时机好
“退果还林”抢种忙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刘华 郭俊）昨晚，强台风“彩虹”气势汹汹奔向琼
岛。省军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某炮兵团200余
名官兵连夜出击，迅速投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

昨晚11时，三江农场近千名群众需要转移，
桂林洋农场沙湖港海水高位，随时有倒灌危险。
接到救援命令后，官兵们携带救生衣、冲锋舟等，
连夜分头奔赴三江农场和桂林洋农场。

今天凌晨1时，抵达三江农场的官兵与农场
负责人碰头磋商后，兵分三路展开行动，逐户逐人
进行救援疏散。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奋战，近千
名危房户、低洼户、孤寡老人等受灾群众全部被成
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奔赴桂林洋农场的官兵第一
时间来到沙湖港，在暴雨中连夜奋战，直到今天下
午3时，用万余个沙袋垒砌了一条防护堤坝，防止
了海水倒灌。官兵们又对海滨浴场堤坝进行了加
固，确保附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启动应急预案

数百官兵连夜
驰援抗“彩虹”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张谯星 特约记
者朱晨鹏 通讯员代龙超）强台风“彩虹”来袭，海
南部分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在驻地党委政府统一
部署下，海南边防总队超前谋划、全警动员，共出
动警力4548人次，联合转移群众1万多人。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10月3日，海
南边防总队紧急集结部队，提前检修车辆装备、成
立应急救援突击队，备齐应急物资，确保一旦出现
险情，部队能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部署、第一
时间出动。此外，全省边防部队严格落实防风专
班制，坚持24小时值班备勤，时刻关注台风变化
走向。

海口市北港岛地处低洼地带，3日清早，海口
演海边防派出所官兵联合驻地干部，仅用一天时
间就将整个北港岛村民656人全部转移到临时安
置点。在儋州，白马井边防派出所在通知渔民撤
离的过程中，部分群众不理解、不支持。边防民警
始终耐心地做工作，为防止群众撤离后又返回船
上，边防民警就守在岸边，直至昨晚10时许，最终
将16艘渔船上的35名群众成功带离上岸。

超前谋划 全警动员

联合转移万余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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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10月4日电（记者郭嘉
轩）尽管是30多人一起挤睡在罗豆农场
中心小学安置点的一个教室里，但77岁
的黄宏吉老人依然觉得非常高兴。用
他的话说：“能吃上热饭，喝上热水，和
往年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今年第22号台风“彩虹”逐步逼近
文昌之时，文昌全市干部全部赶赴一
线，对渔民、低洼地区以及孤寡老人等3
万多人实施转移。因地势低洼，每年台
风季都受淹的罗豆农场，成为转移安置
的重中之重。

安置点里暖融融

3日下午6时许，记者在罗豆农场

第一作业区山良下村看到，宣传车在村
里巡行，用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放着
台风转移通知。吃过晚饭的村民，三三
两两结队带着行李，走向两公里外的集
中安置点——罗豆农场中心小学。

77岁的黄宏吉老人，因腿脚不便，在
村长施行吉的搀扶下，拄着拐杖一步一
挪，来到村头的候车棚。黄宏吉的身后，
18岁的孙子黄乙彬提着箱子和席子跟在
后面。每隔15分钟，就会有一辆电动三
轮车来到村头，将在这里集中的行动不
便的老弱村民，用车送到集中安置点。

在黄乙彬的脸上，看不到避灾的紧
张。他告诉记者，在去年的“威马逊”台
风中，家里院墙倒了，房瓦被揭了，电视
冰箱都被水泡坏了，才刚刚修复好。这

次台风来之前，农场干部就挨家挨户通
知做好准备，还帮着加固了房顶，把电
器抬到高处，今天又安排全村200多人
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感觉安全放心多
了，不会像上次那样无助。

作为农场第一、第二作业区的对口
集中安置点，罗豆中心小学在夜幕下显
得非常热闹。到晚上8时许，络绎不绝
聚集了近600多名群众。夜幕初降，一
切都那么从容有序，全然不见台风来临
前的紧张。

惠民楼中看“彩虹”

在另一个安置点——罗豆农场第
五作业区防洪楼下，崭新的两层水泥框

架防洪楼下停满了运送村民的电动车，
楼内宽敞干净，地板铺上了瓷砖，还有
单独的卫生间。

在大风大雨中搬进崭新的防洪楼，吃
上农场送来的热饭热菜，村民心里像吃了
一颗“定心丸”。记者看到，防洪楼里准
备好了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物资。
场部还送来药品和发电机等，十多名工
作人员彻夜在这里值班，确保群众在临
时安置期间安全、方便。

罗豆农场场长林少明告诉记者，前
些年作业区内没有防洪楼，不仅转移难
度大，而且派送物资也十分困难，“群众
们住得过于分散，我们派送救灾物资总
是顾得上头，顾不了尾。”

威马逊台风过后，文昌市财政专门

下拨资金543万元，在罗豆农场6个作业
区各建一幢集防洪、办公、文化活动于一
体的多功能防洪楼。目前首批两栋已经
建好，第二批四栋也在顺利推进中。

“这座按照‘人均安置面积0.5平方
米’标准建设的防洪楼，是罗豆农场正
式移交到文昌后，动工建设的第一个项
目。今年刚竣工验收就派上了用场，”
林少明高兴的说，“台风来临防洪楼就
是‘救命楼’，平时则可以作为村民的文
化娱乐的场所，群众都把它叫惠民楼。”

据文昌市民政局介绍，作为文昌市
2015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今年共投
入9876万元用于143个防洪楼建设，建
成后将惠及全市17个乡镇和两个农场
的17万群众。

台风前文昌对3万多人实施转移，罗豆农场安置点井然有序——

纵是风雨未休 惠民楼中情暖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强台风
“彩虹”与海南擦肩而过，但海南农垦根据省委、省
政府防御台风的工作部署，垦区所有单位党政主
要领导、三防工作相关负责人全部取消国庆假期
休假，返岗组织防御台风工作。据统计，农垦共计
转移职工群众6391人，截至今晚10时许，没有收
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职工群众转移工作主要集中在昨天下午和
晚上，涉及文昌、海口、定安、儋州、屯昌、澄迈、临
高、琼海这八个市县的垦区农场和基地分公司，其
中农垦集团公司共计转移1713人，其余职工群众
为垦区农场转移。”海南农垦总局三防办主任李蛟
进说，截至目前，台风影响期间垦区人员实现零伤
亡，也没有收到发生地质灾害的报告。

据介绍，昨晚10时20分，省农垦总局再次召
开全垦区防御台风“彩虹”紧急会议，全面检查垦
区防御台风“彩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全垦区各
单位要全面落实防台风工作责任制，将防御“彩
虹”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来抓，采取一切力
量加强防范应对，特别是要把转移的职工群众生
活进一步安置好、落实好。

台风影响期间，海南农垦认真做好监测、预
警、服务、救灾等工作准备，做好居住在低洼地、危
房以及易发生地质灾害地区人员的转移工作，确
保了相关人员100%转移。同时，相关部门和单
位还安排辖区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并对水
库大坝进行巡查，密切关注水库水位变化，确保垦
区88座水库安全度汛。

转移职工群众6391人
垦区人员零伤亡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刘平

“第22号台风‘彩虹’可能袭击海口，强
度与去年‘海鸥’相同！”10月3日一早，收到
市、区两级的防风指示后，海口美兰区演丰
镇镇委、镇政府立即启动了《北港岛防风应
急预案》，成立防御台风工作组，奔赴北港岛
组织群众紧急大转移。

北港岛，地理位置特殊，它是1605
年琼北大地震沉没72个自然村后幸存
的小岛，四面环海。去年的“威马逊”强
台风中，北港岛成为重灾区。这次又一
强台风来袭，北港岛成为海口全市防风
工作的重点部位。

加快速度，时间就是生命！
防风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上岛后，开

始挨家挨户动员在岛群众转移。觉得这
次风不会太大不愿转移的，工作人员耐
着性子反复劝说；担心家里的电器等财
物遭水淹想等等看的，工作人员帮忙把
冰箱等大件物品抬到高处；阿婆腿脚不
灵便走不快的，工作人员用红色塑料椅
充当“轿子”把她抬到码头；……

全力搜寻，决不遗漏任何一个群众！
到当天下午3时，工作组转移了包

括老、幼、病、残在内的在岛群众 592

人。但是，仍有部分在岛群众还未找
到。125名上岛帮助群众转移的演丰镇
干部职工，组成了3个救援小分队，开始
挨家挨户强制转移。18时45分，北港
在岛群众643人全部被安全转移。

除了投宿亲友处的群众外，演丰镇
将北港岛及海边几个村庄的转移群众安
置在曲口墟的美兰区职业教育中心里。

10月3日21时05分，安置点三栋
楼的各个房间灯火通明，住满了被转移

的群众。“下午我们刚来到安置点收拾好
房间，镇干部就亲自把洗漱用具和盒饭
送到房间里来了。”北港岛上田村村民翁
道统对镇里提供的贴心服务感动极了，
美兰区民政局、演丰镇委镇政府除了及
时购置干粮、被褥、毛巾等生活物资外，
还专门派出了民警和医护人员、镇干部
等驻扎安置点现场。

10月4日，根据海南省气象台的分
析汇报，台风“彩虹”已经确定不会在海

南登陆。
水位略退，防潮堤稳固，虾塘水位正

常，安置点群众生活有保障，……但是，
演丰镇的干部职工们不敢松懈。“全镇党
员干部要继续坚守岗位、值班留守，以便
及时应对突发状况。”10月4日晚9时15
分，演丰镇委书记王康照在带领干部冒
雨前往曲口墟码头查看防潮堤水位前，
对全镇干部职工再次郑重提出了要求。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北港岛643名在岛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

全力搜寻，一个也不能少！

10月3日傍晚，文昌市干部妥善转移安置老人。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黄兹志 摄

10月4日上午，海口市海甸溪外来渔船临时停泊点，龙华区中
山街道办工作人员冒雨逐一排查50艘渔船。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10月4日，文昌市基层干部冒着风雨给安置点群众
送去热菜热饭。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风
雨
中
的
干
部
身
影

·温情

陵
水

省
军
区

边
防
总
队

带病
坚守

因公
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