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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延伸

关注高招8月21日，海口市龙昆南路一家电器城，不少球迷驻足观看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文城8月21日电（记者苏
庆明）知道海南人民对排球、对中国
女排的爱有多深厚吗？这可能令很
多人吃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
女排逆转塞尔维亚女排夺得里约奥
运会冠军，举国欢腾。在海南，许多
地方的群众更是自发以多种多样的
形式庆祝，充满喜庆的气息。

海南是我国民间排球氛围最为
浓郁的省份，许多市县曾村村有排球

场。本场女排决赛，从海口到三亚，
从文昌到乐东，各地百姓纷纷守在电
视机前，为女排姑娘加油助威。“我女
儿要从海口回来，我告诉她，最好提
前一天回，不然我们光看球，可没时
间给她准备午饭。”文昌市东阁镇居
民刘庆文告诉记者。“为了看女排，上
午父母活也不出去干了。”万宁市礼
纪镇三仙园村的陈朝壮说。

在家里看，在商场看，对海南人

民来说并不稀奇。在海南，从城市到
乡镇到农村，许多露天或半露天的老
爸茶店出现爆满现象，热情的人们，
包括“懂球”的男青年、“伯爹”，“不懂
球”的妇女和小孩，都选择到这里看
球，共享集体激情。“扣死！扣死！”

“这球扣得，真真是跟椰子砸地一样
干脆嘎！”在茶店，人们时而为中国女
排得分挥拳庆祝，时而为失分捶胸顿
足，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懂球的，

边看边点评，当起“教练”，不亦乐乎。
随着主攻手惠若琪一个探头球

得手，中国女排登顶里约，海南民众
群情爆发。现住海口灵山地区的文
昌人刘庆辉拿出提前准备好的100
斤羊肉，大宴宾客。“球精彩，又是冠
军，实在是太开心了！”他说。

在“排球之乡”文昌各个乡镇，噼
噼啪啪的鞭炮声四起。在东阁镇，12
年前中国女排雅典奥运夺冠时，尽管

已经是下半夜，人们依然大放鞭炮庆
祝；今天这一场景再次出现。与之前
一样，他们燃放了代表民间最隆重形
式的“万三三”鞭炮，两条主要的街道
被炮纸染红。“这条街也响，那条街也
响，耳朵被炮声塞满，过年都比不上
这架势！”开老爸茶店的林师乐说。

因为排球，因为中国女排，今天
许多海南民众又过了一个“大年”，沉
浸在为国欢庆的气息中。

“懂球”的男青年、“伯爹”，“不懂球”的妇女和小孩都为女排加油

中国女排摘金 海南群众“过年”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25比23！中国女排赢了！”顷
刻间，与巴西里约相隔万里的中国海
南，爆发出直抵天际的欢呼声。

海南人民和世界亿万观众共同见
证了这一刻——这支平均年龄不足
24岁的年轻球队，过五关斩六将，经
过重重苦战，终于在时隔12年之后，
重新站到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上！

“这是女排精神，更是中国精神，怎
么褒奖也不为过。”无论是资深球迷，还
是普通民众，都为中国女排送上最诚挚
的掌声，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她们庆
祝，“这笔属于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值
得海南人民珍惜、发扬、传承！”

为女排铿锵精神点赞

“我一大早就出门去往茶馆，和
很多海南球迷一起看球。比赛让我
们揪着的心总是悬而不下，但是主
教练郎平屡出奇兵。最后夺冠的时
候，茶馆里的球迷都沸腾了，紧紧
拥抱在一起，放声高呼。”谈到中国
女排夺冠瞬间，海南中学教师王群
赖难掩兴奋之情。

多年从事排球教学和竞赛工作
的王群赖评价，这次中国女排派出的
12人大阵容轮转令人赞叹。“从来没
有人会让12个队员全体备战，而没
有纯粹替补的。只有郎平敢这样剑
走偏锋，打得对方措手不及。”王群赖
说，这块金牌，让他看到了郎平“一意
孤行”背后的睿智，以及中国女排代
代相传的铿锵精神。

我们需要这样的超级英雄

“30多年前喊‘女排万岁’的那些
人，现在还可以喊，这很了不得。中

国女排在本届比赛的走势，是一次强
大的自我救赎和自我证明，也是中国
军团里约走势的缩影！”资深体育评
论人马良说。

作为海南青少年足球发展促进
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马良很快从中国
女排身上联想到，其实海南也有一支
当代足坛娘子军——琼中女足。那
原本是一支没有足球基础的团队，
2006年第一次组队去省外比赛大败
而归。谁能想到，她们一路披荆斩棘、
风雨兼程。最新的一批球员在2015
年“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中，一举夺得U12女子组冠军！

日前，琼中女足再次夺得“哥德
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4组冠
军，海南铿锵小玫瑰再次绽放世界之

巅。马良认为，“中国女排精神、琼中
女足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我们应
该更好地总结其中经验，不单单把这
作为精神上的鼓舞，而是要考虑如何
用这样的精神推动各项工作。”

女排精神给海南增添力量

1981年11月16日，第三届世界
杯女子排球赛上，中国女排夺得首个
女子排球世界杯冠军。人民日报在
第二天刊发的报道中，发出了令人深
思的一问：“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
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不能实现？”

同样的问题，放在今天的海南仍
然没有过时。在欢庆女排夺冠的同
时，海南各界也在思考着如何将这股

强大的精神力量注入到海南国际旅
游岛的建设发展中去。

“女排夺冠，举国沸腾。令我们
振奋的不仅是这枚金牌，更是顽强拼
搏、团结一致、永不放弃的女排精
神。其实，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每
一个人都非常需要发扬和传承这样
的精神。”省文体厅群体处处长麦有
旺告诉记者，目前，海南体育产业的
发展和发达省份相比，不仅起点低、
底子薄，而且发展极不均衡，“如何认
清当前形势，发挥海南优势，做到超
常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
充分发扬女排精神，以脚踏实地、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到海南体育产
业发展的战斗中去。”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我省各界人士畅谈中国女排夺冠

用女排精神激励我们前进
本报定城8月21日电 （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
伦）今天上午，随着中国女排击败塞
尔维亚女排，夺取里约奥运会冠军，
一直沉浸在观赛紧张气氛中的定安
县瞬间沸腾，鞭炮声响起抒发着中
国女排夺冠后群众的喜悦之情。

“胜利来得太不容易，这场比赛
打得太紧张！”“中国女排从小组赛
一路打过来很辛苦，最后能登顶体
现的是女排拼搏和自信的精神！”在
定城镇，聚集在街头看完比赛的群
众群情激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顿
时响彻整个县城。

据了解，排球是定安县群众日
常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例如，定
安中学排球队屡次在全国乃至世界
级别的中学生赛事中获得名次。

定安群众燃放鞭炮
庆祝女排夺冠

本报定城8月21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
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日前，全省农村宣传文
化阵地建设管理工作推进会在定安举行，我省
19个市县及相关单位实地考察、学习定安县农
村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管理工作经验。

近年来，定安县将各部门投入农村的资金
和资源统一整合在一起，化整为零，整合文体、
农保、远教等基层聘用人员的零散资金，统一招
聘全职村级政府雇员，并建设全职化、专业化的
服务队伍。目前，定安县整合投入到宣传文化
阵地建设资金500多万元，全县108个行政村
全部完成了“基层党建+宣传文化室+村邮站+
便民服务站”综合服务平台的规范化建设，108
名村级政府雇员全部通过培训上岗。

推进会上，三亚、儋州、琼海等市县就农村
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管理等方面进行经验介绍。
接下来，我省各市县将加大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力度，进一步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全省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建设管理工作
推进会定安举行

我省将加大
农村文化阵地建设

本报三亚8月21日电（见习记者袁宇）三
亚、乐东、陵水、保亭等市县有关负责人日前齐
聚三亚，协调建立“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联合执
法机制，谋划成立旅游联合执法办，保障旅游市
场秩序，推动旅游发展。

据了解，当天的协调会上达成了多项共识，
包括多市县旅游执法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定
期通报区域内旅游秩序整体情况、互通跨区域
旅游市场监管信息以及建立微信工作群统一协
调、实行扁平化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为整合执法资源、形成执法
合力，“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各市县在成立旅游
市场综合整治办的基础上，有望成立旅游联合
执法办。今后在处理跨区域旅游市场问题时，
将由执法办协调各方执法力量，确立牵头协调
人，开展跨区域联合整治工作。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探索联合执法机制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高春燕 实习生陈卓斌）今天下午，高职（专科）批
第一次征集志愿投档最低分公布。经本轮征集志
愿录取后，仍有剩余计划。为完成招生计划，省考
试局决定组织第二次征集高职（专科）批志愿。

第二次征集志愿时间为8月21日19时至
8月22日15时，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的

“高职（专科）批征集志愿填报系统”，进行网上
填报征集志愿。

投档成绩达到250分且档案处在“自由可
投”状态的考生，可自主决定填报本次高职（专
科）批的征集志愿。

《高职（专科）批文史、理工类第二次征集计
划表》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高职（专科）批进行
第二次征集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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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可以看海南群众庆祝
女排夺冠视频

图为我省群众燃放鞭炮庆祝女
排夺冠。 刘陶杰 摄

◀上接A01版
省“三防”总指挥部根据雨情将防汛防风
应急响应由Ⅳ级提升到Ⅲ级，进而提升
到Ⅱ级。

我们究竟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席卷琼岛，强降

雨雨量大时间长，海南岛西部的儋州、昌
江、临高、白沙、东方等市县多地告急，道
路、农田、村庄被淹，水、电等基础设施损
毁。多数市县中小型水库在已经泄洪的
情况下，仍出现水位狂涨，溢洪可能性极
大，山洪地质灾害迫在眼前。

在临高临城，县水文站监测显示，全
县平均降水量超800毫米，老水文人王
燕坚翻遍全县所有水文历史资料，数据
可支撑到1966年。“50年来，如此大的降
水，资料里从没见过。”

灾难，考验着党委、政府迅速作出科
学判断的能力，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告
急！18日起，省政府成立5个抢险救灾
督导组，分赴受灾较为严重的儋州、临
高、东方、昌江、白沙指导抢险救灾工
作。省交通、民政、卫计、海洋、工信、电
网等部门共派出33个工作组，奔赴一线
检查督导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

抢险中，海南军、警、地联动，充分发
挥军警抗洪抢险救灾主力军、突击队作
用。各市县党委、政府负责人均在一线
坐镇指挥，乡镇干部与军警部队战士冲
在前线抗灾。

科学决策和迅速反应的强大动力，于
洪水面前释放出了内蕴的抗灾能量，为抗洪
救灾取得全面胜利赢得最为宝贵的时间。

抗洪脊梁
各级党员干部挺进在前，凝士气打硬仗

面对洪灾，冲锋与坚守，都是一场场

硬仗。我省各级党员干部在洪灾面前为
群众筑起的“生命线”，挺直不屈，大勇大
爱，是旗帜，更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
记忆。

“如果不是县委、县政府全力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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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中，他与另外8名村民途经临城镇
德老村彩门东侧路段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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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警情，临高县
委书记李江华、县长曹文立即出动，带领
应急救援队一起赶到现场。汪洋一片，
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洋，冲下了
车，就有可能再也上不来，可人民的生命
和利益至上，没有片刻犹疑，党员干部奋
不顾身地冲了出去。

得救了的农民从铲土车上跳下来的
那一刻，“噗通”一声跪在了恩人的面前，
流着泪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了我们的
命……”

在儋州，羊坊村农民高奎兰对这场
灾难心有余悸，“水都淹到了大腿，差点
跑不出去，幸亏镇干部将我们接出来，送
到安置点。”

灾情在延续，群众的生活也是头等
大事。东成中学学生宿舍内是儋州临时
安置点之一，为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市
民政部门和镇干部早早买来矿泉水、面
包和蛋糕等物资，整齐地摆放在宿舍里。

“早上我还喝了好几碗肉粥，贴心，
真是辛苦他们了。”高奎兰满怀感激地望
着站在一旁的东成镇副镇长高美梅。

东成卫生院副院长颜树强正逐个给

安置点的老人量血压。“阿婆，你的血压
有些高，我给你开硝苯地平片吃，您可要
按时吃药啊。”这位90岁的老阿婆，是颜
树强一天里遇到的第6位高血压病人。

在狂风暴雨中，在滔滔大水中，我们
看到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实干担当。在及
腰的洪水中紧急抢修设施、挨家挨户转
移留守老人、用塑料盆营救独自被困在
家的婴儿……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让我
们看到温情，看到了责任，看到了担当。
广大党员干部抢险在前、冲锋在前的身
影，是暴风雨中最美丽的风景。从他们
身上显现出来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正
是最可倚仗、最有威力的抗灾“法宝”。

8月20日下午，洪水渐渐退去，日照
田野，满目创伤。

为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受灾各市县
党委、政府都没有双休日，组织干部群众
抓紧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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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中受灾严重的医院、小学、安置点，一
拨拨救援物资持续不断地运送过来；群
众主动加入到城市垃圾清理工作……

抗灾之力
军民携手共御灾害彰显海南力量

得知孩子牺牲噩耗的谭琳丽几乎是
一路被搀扶着才赶到了临高。“儿啊，妈
妈想替你去救人！”8月20日凌晨3时
许，抗洪英雄欧阳文健的父母见到儿子
最后一面时泣不成声，天人之隔溢满痛
楚和悲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暴雨可以
摧垮家园，却不能摧垮灾难中坚挺的脊梁。

大灾面前，数千名部队及公安武警消
防官兵无畏无惧，与灾区人民携手，众志
成城，舍身忘我地连续奋战在抗洪救灾第
一线，成为抢险救灾的排头兵、灾区群众
的主心骨。生命的意义，在拯救中升华。

8月19日凌晨2时半，风急雨骤。
儋州市新州镇政府，应急灯闪烁。

满载救灾物资的军用卡车整齐停放在镇
政府大院，驻儋预备役某部50名战士组
成的救援队整装待发。他们将与时间赛
跑，争分夺秒转移被洪水围困的新地、西
边、赤坎堤和新州居委会的群众。

“险情不解除，我们决不撤退！”干事
聂桥明表示。

这是誓言，更是承诺。
当晚，新州连夜转移群众600多人。

“转移的时候积水已有2米多深，幸亏干
部及时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新地村
村民李美艳心有余悸，同时充满感激。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大芬水库水位
3小时上涨了1.1米，差一个拳头的高度
就要漫过坝顶，距离水库只有300米的
才地村岌岌可危。

前来昌江驻训的解放军南方战区陆
军某旅两个抢险突击队，接到命令后迅
速进场，连续奋战7个多小时，用沙袋筑
起了一条长200多米、高60厘米的防洪
堤。“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确保下
游群众的安全。”

年近五旬的村民韦琼桂一直跟着战
士们在大坝上装沙袋、扛沙袋，直到险情
排除。“解放军都过来帮我们了，这里是

我们的家，我们自己做一点是应该的。”
在重灾区儋州市海头镇，海防十一

团和儋州消防支队官兵更是在午夜顶着
狂风巨浪，冒死出海救援失踪的16名船
员。船员家属和附近居民纷纷过来支
援，甚至自发制作糕点慰问救援官兵。
经过连续12小时的海上奋战，全部船员
于次日中午营救上岸，船也己拖回港中。

“就连死神都惧怕他们！”一名镇干
部发出这样的感慨。

他们是真的勇士！他们是海南不屈
的脊梁！大灾面前，军民携手用血肉之
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用大无
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大爱驰援
各方伸出援手，灾区涌动正能量

8月19日，暴雨肆虐，临高县人民医
院断电断水。次日凌晨，南渡江的洪峰
朝临高扑来，医院一楼已成泽国。“孤岛”
医院，全线告急！

“县人民医院停水停电不停工！”院
长陈卫东的话，让全院人员都做好了打
硬仗的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承诺下，从三亚、从海
口、从儋州等地驰援而来的民间救援力
量自发组成了“洪水艄公”，将一个个急
症患者接送于医院和县城之间，紧紧连
接起生命的纽带。

“患者及家属，这是我们用橡皮艇接
送最多的人。”赶来驰援的三亚救援队志
愿者覃如钢说。不仅是他们，消防、边
防、志愿者、村民及患者和家属都通过不

同的方式前来支援。
8年前在汶川地震中受灾，如今在海

南经营吊车租赁的四川绵竹人刘应平，
在电视上看到位于海口丘海一横路的海
南果菜副食品公司宿舍小区土质边坡突
然坍塌，抢险人员在大雨中扛着沙袋艰
难地爬上边坡的镜头后，他心里特着急：

“这也太辛苦了，要是能用上吊车就快多
了。”他赶紧打电话给舅舅谭榜勇，下午两
人就开了两辆吊车来到坍塌现场支援。

“劫后余生的我们吃住都是部队官
兵和志愿者免费提供的，足足吃了6个
月的‘灾饭’。”刘应平满怀感恩，“今天晚
上没雨，要抓紧加固，我晚上就守在这里
不回家了。”

在儋州市木棠卫生院，来自海医附属
医院外科、皮肤科、消化科、呼吸科、骨科
的7名医生正开展义诊活动。“儋州水灾严
重，容易出现肠道疾病和皮肤病，我们前
天晚上就从海口赶过来了。”海医附属医
院相关负责人说，“这两天，每个医生平均
看了几十个病号，他们大多数人因脚部长
时间泡水而出现溃烂，必须及时处理。”

在一条条通往灾区的“生命线”上，
公务车、出租车、私家车昼夜不停行驶，
为灾区群众送去水、食品、药品、帐篷等
各类救灾物资，浓浓大爱源源不断涌向
灾区，他们汇成了抵御暴风雨那一股最
有温度的力量。

……
一场洪水灾害，将党委政府与人民

群众同赴患难、守望相助的深情凝聚于
此，将上下携手、风雨同舟的力量倾注于
此，将以人为本、科学抗灾的理念展现于
此，将机制协同、握指成拳的优势印证于
此，而这些在灾难中重新生长起来的东
西，终将成为最宝贵的财富，永恒绵延于
琼州大地……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水灾见证海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