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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颖 刘笑非 李佳飞

8月20日凌晨3时多，得知孩子
救人牺牲噩耗的母亲，几乎是一路被
搀扶着才赶到了临高。

欧阳文健终于可以再次见到他的
父母了，只是这一次，天人之隔溢满太
多的痛楚与伤感。外出打工的父亲欧
阳海波从江西南昌奔来，疲惫的面庞
挂着泪痕；而在广东打工的欧阳文健
的母亲谭琳丽，昨天下午从韶关赶往
广州，再转机海南，经不住丧子之痛，
谭琳丽的身子有些飘晃。

20日上午11时，武警边防部队

的车子缓缓靠近临高县人民医院。“儿
啊，妈妈想替你去救人！”谭琳丽痛不
欲生。

一面鲜红的军旗静静覆在欧阳文
健的身上，看到欧阳文健时，硬汉模样
的父亲突然身子一沉，膝盖已完全立不
起来，再也忍不住，嚎啕的哭声释放出
一个汉子的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痛，也许非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

1994年，欧阳文健出生在湖南桂
阳县太和镇湾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下
有2个弟弟。湾塘村小溪纵横，自小
欧阳文健就学会了游泳。

欧阳文健的叔叔欧阳海兵说，“欧

阳文健自小是个懂事的孩子，文健的爷
爷是镇里的干部，老人家经常给他讲解
放军爱民模范欧阳海的故事，教育他要
正直、勇敢，长大后当兵保家卫国。”

从小耳闻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欧阳
文健以参军为荣，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
上军装，为国立功。2011年底，欧阳文
健已是一名武术教练，但军人梦时时萦
绕心间。于是，他辞去工作，返回家乡
准备报名参军，但因错过了报名时间未
能如愿。但欧阳文健并未放弃梦想，
2012年，他再次报名参军。经过层层
审核和选拔，欧阳文健成为边防战士。

马上要入伍了，看着孩子热血沸

腾的劲头，父亲欧阳海波说，“我们家
里人都支持他，儿子进部队将来要有
出息嘞！”

在部队4年里，欧阳文健勤学苦
练，并担任临高公安边防支队机动分
队下士班长。“欧阳文健虽然想家，但
回家探亲也不多，今年6月中旬曾回
来，专门到老家湾塘村看望了年迈多
病的爷爷。”欧阳海兵说。

尽管是短暂的归家，但每一次欧
阳文健回去，都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
庭带来欢乐和满足。

牺牲的前一天下午，欧阳文健还
与家人在微信群里发布了当天大雨的

视频和照片，并说“希望今天能安全度
过。”而后，欧阳文健便匆匆中断了微
信，亲人们都知道，他肯定又是执行任
务去了。

“文健不仅是您的骄傲，也是我们
临高的骄傲，他是老百姓眼中的英雄。”
武警边防部队的同志对欧阳海波说出
这一番话时，老父亲再度淌下了眼泪。

离开医院后，湖南桂阳当地陪同
欧阳文健父母前来的工作组也与临高
方面进行了沟通。深明大义的欧阳文
健的父母决定等待儿子遗体火化后带
回湖南老家。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

■ 本报记者 单憬岗

台风“电母”肆虐，乌云压城、暴
雨如注。

海口丘海一横路山体滑坡，危及
3栋楼、1001人；南渡江洪水上涨，危
及8个村子、4000多人；暴雨注成300
亩水塘，危及几米外的东环铁路、全
省铁路动脉受到严重威胁。暴雨，让
海口24小时之内遭遇3次重大险情，
一个比一个重大，一个比一个危急！

险情就是命令！仅仅1天时间，
海口的3处险情全都获得妥善处置，
群众全部转危为安。这3场速战速决
的“抢险遭遇战”，源于海口有效的一
线抢险救灾应急机制：市委主要领导
率队，第一时间深入一线，召集专家
科学预判，果断决策有力应对。

8月17日晚，海口暴雨倾盆，东
环高铁美兰隧道的一处低洼地骤

然形成的 300 亩大水塘，正在威胁
距此几米的高铁，一旦积水倒灌，
这条全省交通命脉将遭受巨大损
失。闻讯后，省委常委、海口市委
书记孙新阳和海口市长倪强及时
赶到，召集水务、住建、粤海铁等相
关部门专业人士与企业对险情进
行“会诊”后，确定了抢险方案：排、
堵、抽、疏。

8月18日清晨，山体滑坡致丘海
一横路的海南果菜副食品公司宿舍
楼挡土墙出现塌方，威胁附近3栋居
民楼，情况危急。市主要领导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勘查后紧急召集8名省
内建筑学、地质等领域专家，迅速会
商决策：截水引流，保护护坡；分步加
固、交叉打桩、堆围沙袋，以最快速
度、最简洁措施避免楼房倒塌。

8月18日傍晚，龙华区龙泉镇8
个“洪水常淹村”再遭南渡江洪水威
胁。市主要领导再次马不停蹄地奔
赴椰子头村，实地查看汛情，与区、
镇、村三级干部及三防、水务、农业等
多方面专家现场会商，确定了抢险方
案：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根据防灾预
案，按照20年一遇的灾情来做准备，

落细落小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由于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海口的

3次决策均比较有效。以龙泉镇防洪
水为例：现场人员汇报，有关方面预
测8月19日洪峰经过当地的最高水
位为12.5米左右，只淹2个村。但经
过会商后，市委市政府救灾小组研判
水位应在13米以上，要按照13-14米
水位、8个村子全淹来应对。8月19
日洪峰经过时，水位果然达到13.35
米，8个村庄全部被淹。但由于研判
正确，4000多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海口的一线决策，让3处抢险都

取得成效——
如今，丘海一横路的滑坡山体已

得到控制，抢修工程已于8月19日下
午开工，被安置在7家宾馆的1001位
住户信心满满；8个村子的洪水已基
本消退，村民准备从安置点搬回家；
美兰隧道附近，战士们连夜铸成的
200多米的沙包挡水墙，将洪水挡住，
沿着排水沟和抽水泵汩汩退去，东环
高铁受威胁的险情已经不再。

海口的一线决策、未雨绸缪，为战
胜台风暴雨，将损失降至最低限度奠定
了坚实基础。（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抗洪英雄欧阳文健的父母昨赶到临高，见儿子最后一面泣不成声

“儿啊，妈妈想替你去救人”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吴煜禾 实习生周心怡）受台风“电母”和西南季
风影响，8月14日至19日，我省普降大到暴雨，
全省水库蓄水量增加，截至目前共有3座大型
水库进行泄洪，10宗小型水库超汛限，11座中
型水库、164座小型水库正常自动溢洪。

受降雨影响，全省主要江河水位明显上涨，
南渡江全线预警。其中，南渡江白沙县元门乡
河段18日15时达到洪峰水位201.30米，超警
戒水位5.30米，为历史第三高水位。澄迈县金
江镇金江河段18日16时22分达到警戒水位，
23 时达到洪峰水位28.87米，超警戒水位1.37
米；定安县定城镇定城河段19日8时达到洪峰
水位15.33米，超警戒水 0.33米；海口市琼山区
龙塘镇南渡江龙塘河段19日12时水位13.33
米，超警戒水位1.83米。

强降雨造成全省水库蓄水量增加。从8月
14 日 8 时至 19 日 6 时，全省水库蓄水增加
22.41亿方。中大型水库蓄水量增加17.55亿
方；中型水库蓄水量增加27亿方；小型水库蓄
水量增加1.59亿方。目前，共有大广坝、大隆、
陀兴3座大型水库超汛限位而泄洪，小型水库
有10宗超汛限，11座中型水库、164座小水库
正常自动溢洪。

受“电母”强降雨影响

我省3座大型水库泄洪

8 月 20日 16 时，临高
县10KV发豪分线断线抢修
现场，海口供电局支援复电
抢修队伍进行新线连接工
作。天气好转，海南电网派
出抢修人员在受灾严重的儋
州、临高、昌江、白沙等市县
全力奋战，力求早日恢复正
常供电。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高弋淞 摄

灾后
电力抢修忙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杜颖 李佳飞

两天了，临高公安边防支队机动
分队战士刘立勇和曾绳团都没怎么吃
饭，他们在思念一个人。

两天前，他们的好班长、好兄弟欧
阳文健，消失在了湍急的洪水中，再也
没回来……在战友们身边，欧阳文健
总是那个稳重、热心、开朗的兄弟；在
长官们眼中，他总是那个无畏、负责、
懂事的好兵。斯人已去，遥寄哀思，军
人的铁血此刻化作柔情，只为送一送
那离去的战友。

“班长！”当听到欧阳文健牺牲的
那一刻，只比他小一岁的刘立勇强撑
的坚强变成夺眶而出的泪水。

在刘立勇和所有机动分队战士的
眼里，欧阳文健是个爱惜兄弟的大
哥。“有事他都冲在前面，还不忘向身
后伸出一只手，护着我们。”常常受到
欧阳文健照顾的小战士陈警珍，默默
站在空荡荡的宿舍床铺前，试着再找
到“哥哥”的一些痕迹，可找到的只有
回忆。

送完战友最后一程回来的曾绳
团，时不时盯着自己的婚戒发呆。就
在出发的当夜，欧阳文健为了“照顾”

新婚燕尔的曾绳团，主动把自己套在
了绳索的最前面。“他总说‘有我在’，
可他却不在了。”回忆起班长出发前的
话，曾绳团多希望他真的还在。

今天上午，在欧阳文健牺牲的田
洋边，一位中年人拉住了前来为欧阳
文健送行的边防战士。“我也是武警，
我想去为英雄送行！”返乡休假的王黎
晓，是一位在深圳从警30余年的临高
人。这个素未谋面的“战友”，隔着生

与死的距离，站在水边，为英雄送行。
“老天爷，你太狠心！把这么优秀

的战士带走，为什么！”在获悉欧阳文
健牺牲的当晚，临高县调楼边防派出
所所长刘志刚用一封书信，向天人永
隔的英雄寄去哀思。

接触过欧阳文健的人，都对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础好、身体壮，每天还加练，对
得起‘基层士兵骨干’称号！”海口边防

支队机动中队副队长刘溪回忆起3年
前的骨干士兵培训，彼时还不满19岁
的欧阳文健在艰苦的培训中表现极为
突出。“怎么就这么走了……”惋惜的
话语里，那个总爱在宿舍做俯卧撑的
精壮小伙朝气蓬勃的面容，又浮现在
刘溪的脑海里。

一起参加过那次培训的战士李小
南，对这个同年入伍的战友依旧充满
敬仰。“当听说临高县有边防战士被洪

水冲走，我心里咯噔一下，会不会是欧
阳？因为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李小南
声音低落，即便牺牲的消息传来，他仍
不愿相信这个好朋友走了。

当初那一批一起培训的战友，成
立过一个微信群，虽然平时不十分热
闹，但欧阳文健却是时常被提起的那
一个。“昨天被提起的还是他，已经走
了的他。”李小南说，当战友们获悉欧
阳文健牺牲，所能做的唯有怀念。

也是在微信上，群众自发为欧阳
文健发起了网上缅怀，一天之内，220
万人次祭奠了年仅22岁的欧阳文健，
记住这个本应风华正茂却已牺牲在抗
洪一线的英雄。

已经考上大学的临高二中毕业生
许佳，是这220万人次中的一员，欧阳
文健是他高一军训时的教官和“战
友”。“和蔼的面容我还记得，激励我的
话还在耳边，很荣幸曾和他一起‘战
斗’。”如今许佳眼中的“战友”已经离
去……

欧阳文健走了，他才22岁。认识
他的人都明白，不认识他的人已了解，
他还这么年轻，他是这么优秀，他是英
雄，记住他，他是这样的人。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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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强降雨 大特点

2

3

持续时间长
从14日至19日，降雨持续5天时间

影响范围广
全省18市县发生降雨

降雨强度大
全岛60个乡镇降雨量超过500
毫米，15个乡镇降雨量超过

1000 毫米，昌江县七叉镇降雨

最大，为1412.3毫米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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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追忆欧阳文健，点点滴滴撼人心

记住他，他是这样的人

图为欧阳文健手写
自述。他说，“我入伍是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军
人！”曾任海南边防总队
训练基地新兵连指导员
的尹玉龙回忆起欧阳文
健的点点滴滴，激动地
说道：“他说到，也做到
了！”

图片由尹玉龙提供

“电母”携雨让海口24小时内遭遇3次重大险情

一线决策应对“抢险遭遇战”

◀上接A01版
集中全省电力保障力量投入到灾区进行突击抢
修；参与抢修战斗人员要不畏艰险、克服困难、
团结协作、互相支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抢修；要抓住
重点部位和环节，分清轻重缓急，确保重点用
户、断电村镇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电，尽快恢
复灾区全面供电，帮助百姓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要建立健全电网防灾减灾机制，把“灾前
防、灾中守、灾后抢”的长效机制落到实处。

刘赐贵还与海南电网公司共同研究探讨
了加强电网长远建设问题。他说，要高度重视
此次抢险救灾中暴露出的不足，结合“十三五”
规划和“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加快推进
智能电网、电网改造、管网下地等工作，扎扎实
实提升全省电力基础设施水平和保障能力，从
根本上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

副省长李国梁、何西庆，省政府秘书长陆
志远参加调研。

集中力量抢修电力设施
尽快恢复灾区全面供电

◀上接A01版
临高县人民医院医生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全
员坚守，用爱心托举出了一个个新生命；白沙的
地质灾害观察员不停地奔波在各个隐患点，以
无言的坚守守护群众的安全……灾难当前，为
什么我们临危不惧，为什么我们眼角常湿？那
是因为有人在和我们一起坚守，有人在和我们
一起无眠，有人在和我们一起牺牲！

团结合作，凸显奉献精神。在这几天的风雨
之中，我们见到了无数的抢险救灾人员的身影：子
弟兵、民警、公务人员、村干部、教师、学生、普通市
民、企业员工、志愿者等等。他们身份不同但目标
一致，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发动募捐、帮助受灾人
员等，努力让灾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众多身影交
汇，组成了风雨之中最美的风景。守望相助，患难
与共，才能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正是这些矫健的
身影、亲切的微笑，驱散了风雨，赶跑了寒冷；正是
这些及时的援助、温馨的守候，让灾区少一些伤心
悲痛，多一些希望与温情。

患难之中见真情，风雨之中见精神！暴风
雨虽然让我们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也激发了
我们不屈的斗志，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当前，救
灾的任务仍然艰巨，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再次发扬实干担当、勇于奉献的海南精神，
奋力克服各种困难，重建我们美丽的家园。

灾难中挺立起
“海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