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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按照省“三防”办的
部署，从8月14日起，省公安厅立即启动应急
指挥机制，要求各市县公安机关和公安现役
部队组织全部力量投入抢险救灾的工作中，
深入村庄开展灾情排查、受灾群众转移、道路
交通疏导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受灾地区
不发生盗抢等案件。

8月18日，强降雨来袭，海口警方全警投
入防汛工作。上午6时，海口警方交警部门和

“公安+城管”、辖区分局等警力已到岗到位，
加强巡逻巡查，疏导道路积水点交通、排查化
解险情。在全市多个积水路段，海口警方及时
解救被困人员和车辆、疏导交通。强降雨期
间，海口警方进一步加强社会面巡控工作，加
大巡逻密度和巡查力度，严密防范、严厉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防止不法分子乘机扰乱、
破坏社会治安秩序。8月17日20时至8月18
日16时，海口警方110指挥中心接电1800余
次，其中群众求助700余次，共出动警力6000
余人次。

截至8月18日17时，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共出动警力260余人，设置150余块警示标
志，摆放锥筒1000个，救援因下雨导致路段积
水被困的车辆200余台，清理因风吹倒树木40
余棵，转移受困人员400余人。8月18日晚，儋
州市公安局从局机关、边防抽调100名警力赶
赴新州镇抢险救灾一线。

受暴雨影响，澄迈县县城金江多个路段
积水严重，水最深处多达一米，多辆轿车泡
水。汛情就是警情，澄迈县公安局从机关各
部门抽调 100 名警力组成抗洪抢险救灾应
急小组，由局领导亲自带队开展抗洪救灾工
作。8月 17日至 18日 13时，该局共接到群
众求助电话25起，出动警力800多人次，车
辆160多辆次，协助转移群众2558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19日凌晨2时，
全省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22000余人次，出
动警车2000余辆次、舟艇200艘次，转移群
众近5万人。

全省公安投入警力
2.2万余人次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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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500余名群众被困
消防官兵持续运送物资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方景江）临高县暴雨停止一天后，临高临城镇教
育小区和民生小区内的积水仍未退去，被困群
众500余人，停水停电，食物缺乏。在此期间，
临高县政府及消防部门持续为小区群众运送救
灾物资。

8月19日晚，两小区积水最深处达2米多，
小区积水处情况复杂，很多下水道井盖被水冲
走，消防官兵利用冲锋舟将救灾物资送给群众，
一直奋战到凌晨一点多才归队休息。

据了解，群众被困以来，临高县政府及消防
部门一直在为小区群众运送救灾物资，做好物
资保障。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杜颖 刘笑非

“哇……”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
的啼哭声划破沉寂，一颗悬在家属、
医生和救援群众心头的石头终于落
了下来，手术台上的产妇蔡祯则喜极
而泣。从临盆阵痛，到顺利产子，虽
只有短短5个多小时，她却经历了挺
着大肚子蹚深水、被众人用木门板抬
着过马路、实施高风险剖宫产手术等
艰难的过程。孩子能够平安降世，是
她最大的欣慰。

事情得从19日凌晨4时讲起，当

时，因连续暴雨，临高县境内多地受
灾，县城积水尤为严重。而此时，家
在东英镇和新村龙新村小组的孕妇
蔡祯突然显临盆征兆。丈夫王亚前
跨上摩托车，打算载着媳妇去医院。

临近县城时，发现水太深，摩托
车不能通行，蔡祯只得涉水徒步前
行。“当时水已经漫过膝盖，流水中还
有一些杂物，感觉自己可能随时会摔
倒，非常害怕。”蔡祯说。这时传来一
个声音：“用这个吧！”声音来自路边
一家快餐店的老板，他和周边居民看
到王亚前夫妇举步维艰，就好心扳下

一块约1米宽的木门板来，准备用它
当床，抬着孕妇进医院。“快，快，孩子
快要出生了！”素不相识的一群人，用
一块木门板让蔡祯离开了冰冷的洪
水，她被小心翼翼地高举着送进了医
院。虽然一路摇摇晃晃，有几次差点
摔翻，但好在有惊无险，最终平安抵
达医院。

可是，到医院又遇到了难题，因
为积水淹了医院一楼的设备，无法做
正常产检，并且，由于洪水困阻，许多
医生不能及时赶到医院，妇产科当时
值守的只有两人。科室主任陈克芳

说，她查看该孕妇此前的产检记录，
还发现有低血压、剖宫产等记录，这
意味着，二次剖宫产会有很大风险。

顶着巨大的压力，陈克芳在没有
产检设备的协助下，凭着近20年的行
医经验，开始实施剖宫产手术。万幸，
手术过程顺利。20分钟左右，一个6
斤重健康的小宝宝来到这个世界。

“这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孩子
的奶奶——72岁的陈丽金老人也执
意蹚水赶到医院，把孩子紧紧搂在
怀里。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见习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郑昭通 陶昱

“手捧着鲜花，美丽得像童话，想
起那年初夏，我为你牵挂 ……”今天
下午，伴着音乐，一场求婚在海南省
军区某海防团营区上演，该团机枪连
副连长杨昌龙以浪漫而具有创意的
行为感动了女友黄云，求婚成功。

杨昌龙是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
的一名副连长，广西人，27岁，2008
年9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优秀基层

干部”。女友黄云，是广西桂平市第
三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去年他们
俩经朋友介绍认识，一见钟情。

由于在部队工作忙，杨昌龙与黄
云相恋1年来总是聚少离多，而黄云
毫无怨言地理解支持着他，鼓励杨昌
龙以事业为重，在部队建功立业。

8月16日，黄云来部队探望杨昌
龙。不巧的是，次日，由于连续强降
雨导致上游水库水位超过警戒线，开
闸泄洪，儋州市新州镇、中和镇等地
发生险情，数万名群众需要转移。

“你去吧，我支持你！等洪水过

了，你再陪我！”黄云说。于是，杨昌
龙主动请战，随即被派往中和镇转
移受灾群众。在当地，一位孕妇刚
生完孩子，由于积水过深，为了防止
正在坐月子的妇女身上沾水，杨昌
龙和战友协力将这名妇女送到了冲
锋舟上。

8月18日，午饭后不久，新州镇
黄玉村传来险情，杨昌龙还没来得及
休息便再次奔赴第一线。

8月20日，儋州地区天气好转，
杨昌龙带领战友们撤回营区。为了
给黄云一个惊喜，杨昌龙和战友们精

心策划了这场独特浪漫的军营求婚
仪式。

下午 3时，黄云来到了连队门
前，在战友们的欢呼下，杨昌龙捧着
鲜花和戒指来到她面前，单膝跪地，
向相恋407天的女友深情表白。

战友们齐声高呼：“在一起，在一
起！”黄云接受了男友的求婚，两人紧
紧拥抱在一起。“我听了战友们给我
讲述昌龙这几天抗洪的事情，我感觉
他挺不容易的，这样的军人值得我
爱！”黄云感动得直流泪。

（本报那大8月20日电）

“这样的军人值得我爱！”
——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副连长杨昌龙抗洪归来求婚成功

门板搭床，洪水中接力迎新生

临高产妇在爱心环绕中产下6斤娃
儋州新州镇党员干部：

熬肿了眼泡烂了腿
心却更坚强了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雨过天晴。
今天是星期六，也是持续强降雨

以来的第一个好天气。
“最艰难的时候终于过去了！”儋

州市新州镇党委书记李德润揉了揉浮
肿的双眼说：“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事要
做，大家还不能停下来。”

刚刚过去的4天3夜，新州镇遭
遇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持续数天
的强降雨，再加上海水倒灌，导致洪水
淹没农田、漫过村庄、一片汪洋。

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发放物资
……新州镇百余名干部顶风冒雨在抗
洪抢险一线持续奋战。

此次强降雨，泮山村是儋州受灾
最严重的村庄，村庄被洪水围困成为

“孤岛”。为组织群众转移，驻村干部、
新州镇宣传委员许文煜在水里泡了20
多个小时，协助转移群众400多人。

新州派出所所长羊彬，为转移群
众，拉着绳子、趟着没过胸部的洪水进
出泮山村三四十次；为组织力量到一
线防汛抗灾，李德润开着车挨个“投
放”干部，两天泡坏了两部手机。

因为长时间泡水，不少干部腿都
烂了，发炎发痒。脱下袜子，李德润通
红的脚板格外显眼，他说，“我这还算
好的，许多干部划伤了脚。”

今天，儋州雨过天晴，洪水退尽。
为抓紧恢复各项工作，新州镇百余名
干部没有丝毫停歇，拖着疲惫的身体，
继续奋战。“灾难面前我们要做群众的
主心骨，现在还没到可以休息的时
候。”李德润说。

（本报那大8月20日电）

1001人1小时内被转移，700军民联
手连续奋战50多小时

海口一护坡坍塌
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记者计思佳 单
憬岗 特约记者吴彭保 通讯员陈创淼）受“电
母”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8日省国资委商
业冷冻厂小区和海南省供销社果菜副食品公司
住宅小区之间护坡发生坍塌。险情发生后，从
社区街道人员到海口市主要领导迅速反应，1
小时内将1001位居民迅速转移。截至目前，经
700军民连续50多小时的奋战，险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

18日早上市民发现坍塌后，将情况反映给
海秀街道办。网格员立即赶到现场，并将现场
照片发到了海秀街道的微信群里。

当日8点20分，秀英区区委书记张霁和海
秀街道工委书记孙副林赶到现场。发现距离滑
坡周边不到3米的地方，就是4栋9层高的居民
楼。滑坡位置东南角上方，果副小区一栋9层
居民楼部分地基已经裸露在外，西南角上方果
副小区另一栋同样是9层高的居民楼也岌岌可
危，滑坡的下方，雨水裹挟着泥石已经冲到冷冻
厂小区居民楼阳台上，而此时暴雨还在一直冲
刷着滑坡溃口，严重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人命关天，要立即组织群众安全转移。但
风雨中，谁都想待在家里。一些居民认为自己
没什么危险，并不响应撤离的号召。

爱华社区居委会主任吴雪丹说，险情就是
命令。对居民叫一次不行，我们就请第二次、第
三次，一波波上门，最终把一些不愿离家的居民
撤离现场。

仅用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顺利转移237户
共计1001名群众。群众转移后，救灾也在继续。

截至目前，调用海军、武警、应急民兵和街
道、社区干部等人员700多人，这些参加冷冻厂
小区滑坡抢险的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已经在一
线团结协作连续奋战超过50多个小时，坍塌的
护坡正在一步步加固，险情已得到控制。

影像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杜颖 刘笑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如果不是县委、县政府全力搜
救，恐怕我们就回不来了！”这是临高
县临城镇西田村获救村民邓学宝的感
慨，那一晚，大风大雨中，他与另外8
名村民途经德老村彩门东侧路段时，
差点被洪水冲走……

经历过洪水围困的人们，忘不了
那无助的恐惧和绝望，也忘不了那洪
水退去后满目疮痍的苍凉和苦痛，只
是，在临高百姓的心里，还有一抹暖心
的记忆，那就是有党员干部和他们在
一起，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群众财
产，为生命护航。

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临高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早预判、早动员、早
启动，从16日开始已经在转移群众，
到 18 日最大暴雨到来前已经转移
4093人，至19日止，共计转移1.88万
群众！

17日中午，临高县四套班子成员
及各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分别深入
包点镇、农场，全面巡查，确保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同时，宣传发动群众，做
好危房住户、五保户、农村孤寡老人、
低洼易淹区人员的安置保障。

然而，洪水的凶猛还是让人始料
未及，水位不断高涨，河水开始流入村
庄和农田，文澜江在咆哮。

在最早被河水倒灌的美当村，43
岁村民符志荣说，在海南，经历过台风
暴雨无数次了，却是第一次看到整座

县城被泡在水里的景象，“感觉大海陆
地连接在了一起，无边无际”。

但在每一个安置点上，被转移的
群众个个安然无恙。

8 月 18 日，电闪雷鸣、暴雨倾
盆。文澜江河水疯了一样地暴涨，江
堤两岸，一路所见皆是汪洋，临高城乡
在暴雨中尽成泽国。在临城镇德老
村，9名村民乘坐的农用车被冲翻，洪
水中危急等待救援。

110指挥中心传来紧急警情，临
高县委书记李江华、县长曹文闻讯立
即出动，带领消防、边防官兵、公安干
警、博厚镇村干部等应急救援队赶往
现场。

可是，救援车在赶往德老村的路
上停下来，因为通往德老村要经过的

城东洋、美所洋已经连成一片，分不清
哪里是路哪里是田洋，远处有微弱的
灯光，仿佛能听到等待救援群众的呼
救。情况万分紧急，不容迟疑。李江
华指示：“救人要紧，不惜一切代价。”

当晚，救援队伍在风雨中坚持了
整个通宵，村民全部获救，但不幸的
是，其中一名边防战士欧阳文健落水
牺牲了。

20日下午，洪水渐渐退去，日照
临城，满目创伤。

为做好灾后重建工作，临高县委、
县政府决定取消双休日，组织全县干
部群众抓紧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和卫生
防疫工作，积极组织农民抓紧灾后恢
复生产，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洪水中受灾严重的临高

县人民医院，一拨拨救援物资也被运
送过来；志愿者加入城市垃圾清理工
作……

“灾后自救，也是一场硬仗，没有
全县干部职工和群众团结一心做不
好。”县长曹文说，此次抗洪救灾中，
临高县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已
将群众的损失降至最低，并且，在众
志成城、团结救灾的过程中，涌现了
许多感人的事迹，例如连日奔波的公
安干警、消防官兵、一线基层干部等。

李江华说，临高各界在这次抗击
灾害的斗争中，同心协力、众志成城，
汇聚了临高的正能量，尤其是欧阳文
健英雄的精神，将是临高人民宝贵的
精神财富。

（本报临城8月20日电）

临高党员干部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受困群众

肆虐的洪水中，他们为生命护航

8月20日，儋州市新州镇泮山村，洪水退去，村民返回家园，清理淤泥，尽快恢复生产。
据了解，在此次强降雨中，泮山村是儋州受灾最严重的村庄，部分村民家水深达2米。 本报记者 武威 摄儋州：洪水退去 清理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