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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李科洲 计思佳
通讯员 朱晨鹏

抗洪英雄欧阳文健的离去，很多
人至今还无法接受。触碰他生前的遗
物，就能想起以前的事。21日上午10
时25分，欧阳文健家属去看望他生前
生活过的地方——临高公安边防支队
机动分队。

当车子在部队营区门口缓缓停
下，分队全体官兵早已整装列队，并举
手敬军礼，表达他们最真诚的敬意。

在中队二班宿舍右侧第一个铺
位，“欧阳文健”的姓名牌赫然醒目，
一床军被、一顶军帽、一个军用水壶、
一个迷彩挎包依旧整齐摆放在床
头。“儿子，我们看你来了，你怎么就
走了呢？”父亲欧阳海波趴在床沿，一
遍又一遍抚摸着军帽，嘴里不停地喊

着。母亲谭琳丽则将儿子用过的挎
包紧紧抱在怀中，好像还能感受到儿
子身上的味道。

“他在部队里特别照顾我，就像我
的亲哥哥一样！”同是桂阳县人的雷文
就用一口乡音介绍着欧阳文健在部队
里的情况，“我和他同年从桂阳应征入
伍，他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为人善良
正直……”他握着谭琳丽的手，将欧阳
文健的遗物交还到谭琳丽手中。谭琳
丽说，就在出事的前两天下午，她还和
儿子通了电话，可是，后来就怎么也联

系不上了。捧着儿子的遗物，谭琳丽
哽咽道。

“叔叔阿姨，文健走了，以后我们
都是您的儿子……”雷文就、林志峰、
刘立勇、曾绳团……这些欧阳文健生
前的好战友，一直陪伴左右，大家环抱
着欧阳文健的父母，一边为他们拭泪，
一边轻声安抚。

在欧阳文健平常训练、生活、就餐
的地方，战士们一一讲述他在部队生
活的点点滴滴：“面对苦累，他从来不
抱怨，都是自己扛；他平时话不多，干活

却很积极主动，认真细致。”“他是战斗
班的主力，每次出警都有他的份，无论
是缉毒抓捕，还是蹲点擒凶，他总是把
战士拉到后边，自己却冲在最前面。”

“他很勤俭节约，每次都把大部分军贴
寄给家里，自己只留几百元生活费用，
他说以后的愿望是撑起这个家，让父母
过上好日子，供弟弟上完学。”讲述时，
战士们回想起过去的一幕幕，也忍不住
潸然泪下。

“我生了一个好儿子，他没有给我
丢脸！”欧阳海波欣慰地说道。

获悉英雄离去，不少网友市民纷
纷悼念缅怀。民间社团“临高正能量”
群成员陈海，当天带着群友们自发捐
献的爱心款，正巧也来到中队，于是亲
手将善款交给这位英雄的父母。陈海
说：“文健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临高，
为临高人民牺牲，人们既惋惜又敬
重！”与此同时，海南孝敬爱心社、中国
狮子联会、临高县农业局等爱心团体
都纷纷从各地赶来，向英雄的亲属表
达敬意。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

欧阳文健父母走访临高公安边防支队机动分队，战士们列队致敬：

“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儋州首笔应急救灾
资金1000万今起分配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记者梁振君 见习
记者林晓君）记者今天从儋州市财政局获悉，在
省下拨800万元紧急救灾款基础上，市财政局
已下拨前期救灾资金1000万元，明天全部分配
到受灾镇，目前全市各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工
作正有序进行中。

截至昨天6时，儋州市卫生局、市疾控中
心、市畜牧兽医局等部门共组织医护人员62人
次，出动车辆22辆次，深入全市16个乡镇开展
卫生防疫，现场诊疗群众154人次，发放消毒粉
1400斤、灭杀虫药400斤、急消净630包，消毒
水井23口，发放宣传资料2万多份。

生产自救方面，市农业部门和市扶贫办组
成四个工作组会同各镇及机关干部，深入全市
各镇村，特别是贫困户和受灾严重的田块，摸
清受灾情况。同时组织指导群众抢种改种其
他作物。

卸任村干部不卸职责担当

“我对村里人有感情”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洪水最深处能没过脖颈，风力大得人抱着
树都能被吹跑。临高县所有经历过台风“电母”
的镇村干部都感慨——这回真是危险重重。

前段时间临高县村“两委”换届选举中，临
城镇多琏村原党支部书记谢智作和南江村原党
支部书记黄圣，因违反专款专用政策受到上级
部门的处分，失去了连任的资格。今年52岁的
谢智作之前已经在多琏村当了12年的村支书，
今年7月下旬“两委”换届后，30多岁的谢建国
接替了他。

卸下村支书职务的他们并未卸下职责。8
月17日，台风“电母”来势汹汹，临高县多地因海
水倒灌被淹。“多琏村地势低洼，几乎每年台风
一来就要转移村民。”当天晚上，谢智作看到气
象信息多媒体发布系统上显示的降雨量，觉得
情况严重。谢智作立即提醒谢建国，要立即开
始进行转移工作，同时建议组成一支“青年突击
队”，进村把老人小孩转移出来。发现警报机没
电了，谢智作和村干部们敲着锣进了村。冒着
洪水，谢智作挨家挨户敲门。晚上12点，谢智作
回到村委会办公室，突然接到求救，两位村民被
困在了家里。虽然此时雨水已经齐腰深，谢智
作仍然义无反顾带上“突击队员”折了回去。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黄圣身上。暴雨发生
后，他和村里的干部们手拉着手进了村进行检
查。一户70多岁的老人硬要守着家里的两头
牛，不肯离开。“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这都想不清
楚吗？”黄圣把老人背走后，又找人把老人的牛
送达安全地带。

救援过程中，还出现了惊险的一幕。19
日，村里一个小女孩趁着文澜江涨水，跳江寻短
见。被黄圣发现后，他一头扎进湍急的江水把
女孩拉了上来，蹚了3公里的水把女孩送回家。

“黄圣自己家房子一楼都淹了，车也被泡报
废了，但他一直记挂着村民。”这几天一直和黄
圣一起参与救援的临城镇政府干部王小权说。

尽管被问责后不再连任，但谢智作仍把参
加救援视作自己的职责，他说：“大家都叫我一
声‘老书记’，我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我对村
里人有感情。”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

⬅ 8月20日，东方市市区，环卫
工人正在清理风雨刮落的树枝。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8月20日，临高县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正在医院、车站、居民区
等地开展灾后消杀防疫工作。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8月21日，洪水退后,临高中
学师生来到学校清洁校园，打扫教
室，确保秋季正常开学。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王宝中 摄

雨过天晴清理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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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家园

◀上接A01版
我们仍然需要贯彻这一原则，尽最大努力帮助
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各级党委、政府要集
中精力，积极谋划，从受灾群众最紧要、最困难
的环节入手抓好重建工作。各级党组织要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积极服务受灾群众，为他
们排忧解难。当前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做好
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要想方设法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同时，有关部门要
着重做好受灾地区的道路、供电、供水、通讯等
基础设施的修复工作，尽快帮助灾区恢复和发
展生产。

重建美丽家园，需要凝聚各方力量。狂风
暴雨之中，各方力量守望相助、团结协作、共克
时艰，帮助受灾群众度过了最危险、最困难的时
刻，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优良传统。灾后重建，我们仍需大力发扬这种
大爱精神，凝聚起更多的力量。当前，受灾地区
正处于困难时期，亟待各方伸出援手。我们要发
动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企业、个人等各方力量，
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为灾区送去更多的温暖。
力不分大小，物不分多少，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
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灾难，我们都能克服。

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就能创造奇迹。昨
天，从里约奥运会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中国女排时隔12年重返奥运之巅！这是
运动员刻苦训练、认真备战的胜利，更是勇于
拼搏、团结奋进的胜利！让我们向女排姑娘
们学习，继续发扬拼搏、实干、担当的海南精
神，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奋力夺取灾后重建攻
坚战的胜利！

凝聚强大力量
重建美丽家园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李佳飞 计思佳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3位
硬汉却都在众人面前潸然泪下，甚至
失声痛哭。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临高县临
城镇镇委书记唐南桥，临高县水务
局局长郑争，3位中年壮汉面对与会
者，面对采访的众记者，泪水像决堤
的洪水，尽情流淌。这几天雨灾中
所受的感动、承担的压力以及经历
的生死考验、对亲人的思念，都在这
一刻间倾泄。

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我也是从鬼门关里出来的人，我
们和那位年轻的小战士一起坐车去救
援，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
后一次见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
两个小时。”

“我也是死里逃生的人，在最困难
的时刻，我们现场负责指挥的县领导
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8月19日晚召开的临高县救灾
紧急会议上，在介绍救人英雄欧阳
文健及自己所经历的生死考验时，
李江华忍不住当场落泪，让与会者
为之动容。

这是临高县50年来一遇的大雨
灾，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到处是一片
汪洋大海。突然而至的罕见降雨，让
人们猝不及防。

8月 18日晚6时，正在往县“三
防”指挥部赶的李江华接报，11 位
村民乘坐农用车途经临城镇德老村
时，车被洪水冲翻，9人被困，情况
危急。

“我当时和县长曹文正坐在运兵
车上，离出事地点最近，且是最有条件
调动资源实施救援的。”救人就是命
令，李江华和曹文立即带领11名边防
战士和民警驰援。

历经艰险到达现场后，李江华才
发现，灾情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危险
得多。下水施救的11名战士和民警，
3 人被水冲走（其中一位是欧阳文
健），余下8人在水中靠在卡车旁坚
守，随时存在生命危险。此刻，救人的
人也需要救援！

增援的两辆卡车被水冲翻！人们
在第三辆卡车上装满了沙子，终于开
进事故现场，随后，一辆挖掘机也赶
到。

11名村民，除1人出意外，其余
全部被救起！

11 名战士和民警，除 1人牺牲
外，其余全部获救！

“两位主要指挥官亲自冲锋到一
线救人，做出这样的决策是有风险的，
但当时来不及多想。”

在经过美所洋3公里汪洋，军用
卡车由拉着绳子的战士们在前面带路
时；在调用挖掘车司机，司机的妻子抱
着李江华的腿大哭时；在20多名战士
和村民泡在水中生死未卜时，李江华
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也面临着生死
考验。艰难的时刻，他挺过了。但最
后，一回忆起种种，谈到英雄欧阳文健
他就忍不住落泪。

死神在和我们争夺一个孩子

“她的瞳孔在扩散，死神在和我们
争夺一个孩子。她才12岁，就跟我女
儿一样大，但就这样被夺去了生命！”
说到这里，唐南桥失声痛哭，眼泪夺眶
而出。

那是8月17日14时，临城镇西田
村的小学五年级女孩符某回村里时遇
大雨，水漫道路，不慎掉入水沟，被水
冲走。接报后，唐南桥一边在电话中
指挥干部组织抢救，一边带人往村里
赶。村里干部群众立即沿着水沟展开
搜寻。

此刻，唐南桥带领镇干部及民警
等4人克服重重困难，冲过村外的三

层水围，用时15分钟，终于赶到村里。
村干部在搜寻30分钟后，终于找

到了已经昏迷的符某。赶来的唐南桥
等镇干部也加入了急救队伍，他们想
尽了一切办法：掐人中、按压腹部、倒
背起来跑动。120救护车接报后也奋
力赶来，但最终回天无力。

“没救起女孩我很痛心，也很内
疚。我摸遍了口袋，发现身上没带几
个钱。最后还是找村民借钱，我们镇
干部凑了6000元作为抚恤金，交给了
遇难者父母。”唐南桥说。

之后，包点干部一直留在村里救
灾，直到昨天上午洪水完全退后才撤
离。

“这次水灾是对我们干部作风的
考验，也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唐
南桥告诉记者，村民们对干部的救援
表达真诚的谢意，每次当救灾干部离
开西田村时，众村民无论老小都过来
送行，有些村民还流下了眼泪。

我不敢告诉家人险情

“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候，你有没
有想过给家人打电话？”8月19日，面
对记者的这一提问，面对摄像镜头，郑
争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稍微平静后，
他才回答：“我给家人打电话都是报平

安。”
8月 18日晚 9时多到 11时多，

是郑争最纠结的时刻。
作为坚守在抱美一水库除险加

固现场的最高指挥官，他必须作出抉
择：是加高加厚堤坝，还是泄洪？是
坚守，还是撤退？黑夜中，雨点如豆。

郑争虽穿着雨衣，但全身早已湿
透。他一边巡视，一边喊话，给在现
场作业的50名战士和工人鼓气。可
在内心里，他清楚地知道，水库水位
不断上涨，离围堰顶部只有两三厘
米，万一大坝被冲垮，现场的工作人
员生还概率为零。而他就在大坝顶
处——现场最危险的地方。

更让他揪心的是，大坝一旦溃堤，
下游十几万群众将面临生命危险，整
个县城也将被淹没。好在，县三防指
挥部科学决策，一边让他们死守，一边
派来了100多人的增援队伍，将围堰
增高了两米。子夜，水库水位在缓慢
下降。郑争悬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
回去。

“当时，我不敢告诉家人险情，不
要让家人为我担心。但事后想起来，
万一有不测，却没给家人留句话，那将
是我极大的遗憾。”说到这里，郑争的
眼睛又湿润了。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

临高3位干部事后忆救灾：

硬汉也有落泪时

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