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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 ·重建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连日的强降雨终于遁去，久违的
蓝天白云今天又展现在人们头顶。然
而，儋州市新州镇攀步村李正南房屋
的两面墙壁外，齐腰深的积水，犹如

“护城河”似地仍未消退。
从李正南惊魂未定的叙述中，还

原了洪水肆虐的可怕镜头——
攀步村三面环海，李正南家后面

本是一片平坦地，但8月18日在强降
雨与海水涨潮的双重作用下，汹涌的
洪水沿着外墙冲出了近两米深的长
沟；同时，洪水卷入屋内，房间内的墙
角被击穿一个大洞，与外墙的长沟形
成“连通器”。

一家有难百家帮。从8月19日开
始，攀步村村民们就陆续来到李正南

家帮忙维修房屋，目前已有近百人次。
于是，“护城河”内外，挤满了有序

忙碌着的人群。他们分成4组：一组
负责向外抽水，一组搅拌混凝土，一组
用浮垫运送袋装混凝土，一组则将袋
装物填入墙角。

在往墙角填袋时，需要有人跳入
水下将袋装混凝土堆放紧密、压实。
一米多深的积水能淹没到人的脖子，
但浑身泥浆的村民们，没有一个嫌脏

叫累。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发前来帮

忙？“乡里乡亲，就该互帮互助！”村民
李方对记者道出村民们朴实的心声。

正午，天上的云团散去，火辣辣的
太阳直射下来，晒得人直冒汗。搅拌
组都是村里的妇女，今年50岁的刘瑞
月，熟练地将沙与水泥混合，然后一铲
铲地盛起来装入麻袋。一个麻袋装
满，旁边的其他妇女又递上一个。

就连隔壁12岁的男孩李永昌，也
参与到运输组。他接过一袋袋混凝土，
吃力地放到水上的浮垫上，然后蹚水推
到深水区。那里，几个成年男子将混凝
土卸下来，交由潜水者填入墙角。

青年女子李秀娥加紧装了几袋混
凝土，掀了掀戴着的斗笠，抽空与记者
说道：“这个工程量可不小啊，这两天
已经用了200多包水泥，装了1000多
袋混凝土。”李秀娥透露，她本来在外

地打工，这次是回村里过传统的中元
节，见到邻居有困难，就给打工单位请
了假，想给李正南家多帮忙几天。“邻
居的房屋维修好了，我出去打工，心里
都安心些！”她微笑着说。

太阳，依旧炽热；天空，更加蔚
蓝。阳光与蓝天下的村民们，正用汗
水和真情，接力演绎着质朴而感人的
故事……

（本报那大8月20日电）

儋州攀步村村民自发为受灾户维修房屋，接力演绎出质朴而感人的故事

风住雨歇后 邻里情更浓

本报那大8月20日电（记者梁振君）“大
水泡坏了我家的菜地，我们将尽快复种，但现在
种什么好呢？”今天上午10时许，在儋州市东成
镇品地村田洋里，正洗菜的村民黎阿婆发出了
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解到，有同样疑问的
还有不少村民。

东成镇长坡地区地少人多，人均水田只有
两分左右。今天上午，车行在长坡田洋，只见田
洋左侧的田地因地势较高，所种植的通心菜绿
油油一片，而在右侧种植的通心菜和玉米、茄子
等作物，因所处地势较低，不幸被洪水长时间浸
泡，菜叶沾满了泥巴，几近失收。

“长坡田洋从未被抛荒过，这里的田地一年
可以种三、四季。”儋州市农委负责人说，“这里
的农民深知土地的宝贵。”

“要尽早排涝，同时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多种
高效经济作物。”正在田间地头指导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工作的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抓紧时间排涝复种

儋州适时优化种植结构

■ 见习记者 袁宇 罗安明
本报记者 邓海宁

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树荫下闲
聊，村里又恢复了原本的整洁、美丽
……这是今天13时，记者在昌江黎族
自治县海尾镇沙地村看到的一幕。“电
母”带来的暴风雨停歇后，沙地村全村
立即行动，不等不靠，积极自救。

8月19日7时许，连日不歇的暴雨
终于累了，渐渐停了。沙地村新上任的

村支书赵恒义立即叫来了“村两委”所
有干部，分组开展环境恢复。冲倒的树
木阻断了进出村的道路，村干部们就用
砍刀一刀一刀砍出一条道；村民小院里
积满了淤泥，村干部们就用铁锹一锹一
锹清出一个干净的院落……

路通了，垃圾清理了，水电也即将
恢复……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传来。“等
菜地的水干了，再去犁地，下点菜籽，
养一些小鸡，生活总会越来越好的。”
村民钟红宽与丈夫一道，将家里潮湿

的被褥、衣物移出来晒太阳。
在乌烈镇，洪水曾经一度漫过大广

坝乌烈段干渠的护堤，干渠附近的道隆
村受到严重威胁。18日早上，昌江县
委书记林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乌烈
镇调来勾机，在靠近干渠与渡槽的地
方，打开了两个口子，洪水迅速流去了
渡槽下一片低洼的水草里，险情得以解
除。今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道隆村，村
民们已经开始自救恢复生产。

在距离道隆村一公里的和丰种

苗种植基地，3900多平方米的种苗
大棚里，18名身着制服的工人正紧张
地忙碌着。基地技术员刘彤告诉记
者，灾后第一时间他们就恢复了生
产，目前大棚里培育有千禧圣女果苗
50多万株、哈密瓜苗24万株……适
应灾后村民种植冬季瓜菜的需要。

目前，昌江已计划安排下拨财政
资金1060万元（含省拨救灾资金）给
各部门、各乡镇，用于灾后恢复生产
和救助。 （本报石碌8月20日电）

昌江灾后重建不等不靠

一刀刀砍出通道 一锹锹清整院落

本报椰林8月20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陈思国）风雨过后的陵水黎族自治县大地，在
朝阳的普照下，显得更加的清新诱人。周末沉
寂的清晨，被“嗖嗖”的扫地声划破，又有另一番
景象。

受台风“电母”带来的连日降雨影响，陵水
多地出现卫生脏乱现象。为迅速恢复家园环境
卫生整洁，今天，陵水动员各级干部职工以及广
大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清除垃
圾、排除积水、消除蚊蝇……

美丽陵水，共同缔造。无论是县城，还是乡
镇、农村，都有忙碌的身影，扫的扫、补的补、清的
清，忙的热火朝天。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从
你我点滴干起，这就是“陵水精神”的一种体现。

据统计，受台风“电母”影响，陵水全县直接
经济总损失2450万元，目前灾后各项重建工作
也正有序地开展中。

陵水全县动员清洁家园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刘伟）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该区龙泉镇8
个村庄的洪水已基本消退，目前正在进行灾后
修复工作，主要对村内卫生环境、生产种植等方
面进行恢复。

10时许，记者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西江村委
会新江村看到，昨天还深达2米多的积水现在已
基本退去，裸露出的淤泥见证着这场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的洪水，“昨天下午3时，南渡江洪峰过了
以后，村内的洪水就慢慢在退，今天下半夜，很多
积水不深的地方就已经退完了，中午农田的水也
都退了。”龙泉镇委书记王兴旺告诉记者。

记者在新江村看到，村民正在清理屋内残留
的垃圾。“当时的积水很深，家里一楼全部进水
了，要赶紧把房屋打扫出来，搬回家中。”村民王
大爷告诉记者，这次洪水让他家损失严重，“我家
的农田都被淹了，种植的瓜菜可能要绝收了。”

村干部积极组织因受灾转移的群众回到家
中，发动全体村民筹措资金和劳力，做好淤泥和
垃圾清理工作，对受损房屋和路段进行修复，帮
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同时，卫生防疫部门还对防洪楼、村庄道
路、公共场所等地方进行交叉消毒工作。镇干
部依然留守救灾前线，将急需物资继续发放到
群众手中，每家每户仔细询问群众所需所求，统
计受灾情况，确保不漏一户灾民，不虚报一处灾
情，尽快使村民恢复正常生产及生活。

海口龙泉镇8村庄洪水已退

村民积极开展
环境整治恢复生产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林先锋）记者从海口市琼山区获悉，台风过
后，该区正全力抓好灾后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目
前已实现全区每千米不超过5处鼠迹的目标。

一场暴雨给城市带来一片狼藉，琼山区爱
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台风过境后许多毒鼠屋
里投放的鼠药基本泡烂，需要全部检查，重新更
换。而原先已清理过的容易积水的椰子壳、车
轮胎、瓶瓶罐罐等都积满了水，不及时清理容易
孳生蚊虫。此外，大雨使原本活动在室外的苍
蝇、蚊子进入农贸市场等场所，农贸市场病媒防
制工作压力增大。

据了解，为了加强病媒防制工作，暴风雨过
后的第一天，琼山区爱卫办就邀请广东、广西、
重庆、三亚的专家到琼山进行指导，还组织退休
老专家参与。该负责人透露，他们目前主要的
巡查对象为辖区内的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
地、便民疏导点等查出问题，当场整改之后，还
会多次回访。经过两天的工作，琼山区“四害”
密度大幅度下降，目前已实现全区每千米不超
过5处鼠迹的目标。

抓好灾后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海口琼山区每千米
不超过5处鼠迹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马
珂）昨天开始，省卫计委已经部署展开
灾后防疫工作，多支消杀防疫队伍走
进灾区摸底情况展开消杀。今天，受
灾地区防疫工作正式推开，全省统筹
调配消杀物资以及防疫人员前往灾
区。省疾控和市疾控联合发布灾后防
疫知识。

今天，受灾最严重的临高和儋州
两地，积水已经大多退却，灾后防疫工
作已经推开，部分地区还需待有关部
门清理路面垃圾以及死禽后进行消杀
工作。

同时，省卫计委要求受灾区域内
各医疗机构实行腹泻和发热等传染病
零报告制，密切监测疫情，城乡居民饮
水安全（尤其是农村供水），安置点环
境和饮食卫生，健康教育，城乡卫生，
水退后科学全面展开消杀和死动物处
置，完善每日报告制。

本报那大8月20日电（记者梁
振君 见习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谢春
珍）暴雨初止，儋州市光村镇马不停蹄
全面展开灾后重建工作。今早8时，
该镇召开灾后重建工作专项会议，决
定成立由该镇干部及村“两委”干部组
成的灾后重建工作组，分别深入该镇
12个村（居）委会，结对帮扶五保户、
贫困户和重灾户，对接各村整体灾后
重建及自救工作。

“全体干部将做到涝灾不退，干部
不退，涝灾退，干部更不能退，尽快帮助
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共同重建家
园。”光村镇委书记何寿年说。

连日来，光村镇积极协调电力、水
务、移动等部门，顺利解决该镇断水断
电、通讯困难问题；继续将救灾物资发
送至五保户、贫困户、重灾民等有需求
的灾民手中，保证灾民的衣食住行；同
时摸清灾情。自昨日起，该镇责任到
人，分派各工作组走家入户12个村
（居）委会调查摸清受灾情况（含：道
路，房屋，畜禽，农作物，水库，养殖场
等受损情况）。

恢复交通方面，该镇一方面排水
除淤，畅通影响群众正常出行的主要
村道，另一方面进行水毁工程重建，包
括防洪堤、桥梁、水坝等建设工作。还
联动镇畜牧站、卫生院等部门进村入
户对禽畜治病防病，并通过杀菌等手
段做好各村卫生防疫，做到“大灾以后
无大疫”。

儋州光村镇灾后重建责任到人

干部进村结对帮扶
贫困户重灾户

1、注意饮食卫生，预防痢疾、霍乱、伤寒等肠道传
染病和食物中毒。

2、减少露天机会，使用蚊帐、驱蚊虫剂，避免蚊虫
叮咬，防止疟疾、乙脑传播。

3、灭鼠、防鼠，不吃老鼠咬过的食物，预防流行性
出血热和钩端螺旋体病。

4、不要用脏手揉眼，毛巾要个人专用，减少“红眼
病”发生的可能性。

5、尽量减少在水中浸泡时间，防止蚊虫叮咬及各
种皮肤病感染，预防“烂脚丫”、皮肤瘙痒等皮肤病。

6、不要到污水中洗澡捕鱼，加强个人防护。
7、有病及时找医生诊治，发生发热、腹泻药及时

报告和到当地医院治疗。

灾后防疫，这些请您知晓

➡ 8月20日，儋州市新州镇立
新街，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杀防疫。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不吃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不吃腐烂变质的食
物，不吃霉变的粮食、花生。

2、不吃病死、淹死的家禽、家畜。
3、不生吃水产品，少吃或尽可能不吃凉拌食

品，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清洁水洗干净或削皮
之后再吃。4、剩饭剩菜一定要彻底加热后再吃。

5、不采集、不食用野菇等野生植物。
6、不吃过期食品，所有预包装食品在食用前必

须仔细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7、冰箱中的鱼、肉类
由于停电已经变质，不能食用。

1、选择合适的取水点，如远离
粪便、垃圾、污水的河水或湖水点，
井水或山泉水。

2、已受污染的生活用水和饮
用水，一定要进行澄清、消毒处理。

3、不喝不干净和受污染的水，
尽可能喝开水。

4、不使用污水漱口，洗瓜果、
碗筷。

1、要开门、开窗、通风、换气，保持空
气流通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2、不要随地大小便。
3、及时清理家里、门前、屋后垃圾，垃

圾放在指定地点，不要乱扔垃圾。
4、要翻盆倒罐及时填埋积水，清除粪

便、垃圾、减少蚊蝇孳生。
5、注意及时处理动物尸体，要消毒、

深埋或焚烧，覆盖土层厚度不低于0.7米。

注意饮食卫生
防止病从口入 喝干净的水

杜绝节水传染病
加强个人卫生
防止环境污染

提高防病意识
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制图/陈海冰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见习记者 罗安明 袁宇

“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
今天上午，记者到达白沙黎族自治

县南开乡莫好村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幅不等不靠、互助自救的灾后重建
繁忙景象：村党支部副书记符盛清正和
几位年轻小伙合力将被洪水冲倒的一
棵大树根抬走；村民小组组长符秋龙挥
着铁锹，和村民一道清理着入村的主干
道；村民符朝乘一家正修着被洪水冲垮

的鸭舍……越往村里走，越能看到村民
灾后自救、乐观开朗的笑容。

莫好村被南开河环绕，三面临水，
且村口地势低。在狂风暴雨中，全村被
洪水围困，村里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
进不去，全村48户超过30户被淹，断
水、断电、断通讯，唯一进村的道路也被
阻塞，和乡里失联超过48小时……是
南开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但雨刚停，村民们没有等待，而
是积极开始灾后自救：符盛清、符秋
龙就游泳出了村口，赶往乡里报平

安；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村民们将自
己屋内近半米深的淤泥一铲铲地铲
出屋外。简单安顿好住处后，又携手
将被阻塞的主干道清理开辟出来，方
便救灾物资的送达……

村民们还充分发挥互助的美德：
有粮的人家接济没粮的，能住的人家
接来了房屋损毁的，一场狂风暴雨带
来的痛苦，就这样在村民坚强善良、
信任互助的氛围中被消弭于无形。

8月19日下午，南开乡党委政府
组织的第一批救灾物资运到莫好村，

大米、矿泉水、帐篷和棉被等物资送
到了村民家中，最难熬的日子终于过
去。目前，莫好村虽然暂时还没有通
水通电，村民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

“这次暴雨让全县都受灾了，我
们不能只想着政府的帮助。”受灾最
严重的农户符秋龙笑呵呵地说，他们
会尽快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和莫好村一样，白沙各乡镇村庄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也纷纷吹响了
灾后自救的集结号。

（本报牙叉8月20日电）

白沙受灾群众积极开展生产重建

灾后自救减损失 互助互爱渡难关

我省昨起全面开展灾后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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