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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联通全力保障
灾区抗汛抢修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陈琦 陈异涵）台风“电母”的影响已逐渐消
退，但由于停电、油料不足、交通阻断给灾后抢
修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和压力，对我省西部
地区影响依然较大。海南联通紧急吹响集结
号，全力抗洪抢修，为全省抗洪救灾提供通信
保障。

截至21日15时，海南联通全省累计中断
1378站次，累计传输中断49处，受损线路6皮
长公里，直接经济损失960万元。目前出动抢
修人员860人，出动车辆282台，动用油机278
台。累计抢通基站1123站次、光缆36条次。
目前，全省核心网运行、干线传输运行正常。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代进
伍昭静 朱玉 杨永光 许里菁

8月14日至19日，受第8号台风
“电母”影响，海南遭遇今年入汛以来
影响范围最广、降雨强度最大、持续
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多地水灾严
重。洪水危及用户居民电力设施和
供电安全，全省64.14万户用电受影
响，儋州、昌江、白沙、临高等多市县
相继告急。

险情就是命令。海南电网公司启动
Ⅲ级应急响应防御，兵分六路，奔赴受
灾最严重的临高、儋州、东方、昌江、白
沙、乐东等地，争取水退、人到、电通。
截至21日19时，海南受影响的60万户
用户已恢复供电，恢复率达93.5%。

为了临高医院通电
供电工人泡积水里清刷设备

临高，在此次强降雨中受灾严
重。备受外界关心的临高县人民医院
配电房因进水停电17个小时，近700
名病人和医护人员被困。

为减小影响，海南电网抓紧安排
专人进行现场勘查，制定临时应急方
案。19日20时，海南电网组织队伍，
涉水进入医院送去4台发电机，为停
电十多小时的医院送上了应急电，确
保应急照明以及手术室、重症病房和
妇产科等重要科室的用电。

20日傍晚，洪水逐渐退去，海南
电网立刻组织抢修队伍挺进医院，连

夜排查涉水设备故障。供电工人走遍
医院的每一个点，甚至包括太平间。
为了抢时间，供电工人泡在积水里，将
设备配件拆下进行清刷。经过一整夜
的排查，21日早上，临高县人民医院
终于全部复电。

挺进昌江重灾乡
4名抢修队员一度失联

昌江王下乡距七叉镇大约30公
里，山路难行，道路被洪水冲毁，设备
物资进不去，电也通不了。

21日清晨，在王下乡路通后不
久，昌江供电局便立刻派出28人的电
力抢修队伍挺进王下乡。

进入七叉镇和王下乡抢修，抢修

队常常是早上8时出发，一直忙到晚
上10时后才返回，这期间都处于“失
联”状态。

“两天一夜都联系不到他们。”昌
江供电局设备部副主任文继尧说，暴
雨过后，因为通讯基站受损，昌江供电
局的4名抢修队员一度和应急指挥中
心失联，让他们着实担心了很久。

经过抢修，21日，七叉镇镇上已
恢复用电，通讯也已恢复。另外，截至
21日19时，王下乡乡镇已基本复电。

700多人跨市县驰援
优先恢复居民供电

洪水一退，为尽快完成重灾区通
信基站、难点乡镇的复电工作，海南电

网公司立即组织从受灾较轻的供电局
抽调700多人跨市县支援。

8月20日，海口供电局、澄迈供电
局累计派出支援队伍369人和47辆抢
修车参与临高抢修复电任务。由于临
高县城多个环网柜、电缆分接箱、箱变、
高低压柜以及13个小区配电房受水浸
泡严重，给抢修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外
援队伍把小区复电作为了重点任务。

21日，临高县主城区已全部恢复
供电，预计22日临高县农村全面恢复
供电。

截至今天，海南电网已累计投入
抢修人员2717人，抢修车辆583辆、
应急发电车4辆、应急发电机22台。
抢修复电仍在继续。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电母”携强降雨来袭，海南电网Ⅲ级响应防御，60万用户恢复供电

一盏灯不亮 抢修不停歇

临高2000余干部
上路清理垃圾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吴孝俊）积水消去后，临高城乡道路泥泞，
垃圾遍布，满目疮痍。双休日，临高县全面动
员，连续两天组织县四套班子领导、县直各单位
及镇村干部2000多人上街上路清扫灾后遗留
垃圾、折断树枝等。与此同时，全县11个镇（农
场）也同时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大行动。

洪水退去后，临高县城各条主要街道均能
看到干部打扫卫生的身影，有的清扫路面、有的
清理断枝残叶、垃圾、渣土、淤泥、有的合力扶植
加固道路两旁被风吹倒的树木。

在博厚镇，在救灾中牺牲的欧阳文健所在的
边防机动分队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入到
灾后重建工作中。他们一起到镇墟上与当地干
部一起拿铲子、扫把整治街道卫生。经过3个多
小时的忙碌后，博厚镇墟恢复了往日的容颜。

截至今天下午，临高县干部群众共清除垃
圾杂物230多吨，路上的垃圾已基本清理干净，
各大街小巷外貌基本恢复如初。

东方农业部门入村指导
恢复生产

本报八所8月21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
记者高智）受台风“电母”及强降雨影响，东方全
市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4.6万亩。为尽快恢复
生产，尽可能降低损失，东方日前已下发关于农
作物恢复生产的指导性意见，并派遣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生产自救。

据统计，8月14日—19日，东方市平均降
雨量达691.2毫米，农作物受灾严重，受灾面积
达14.6万亩，其中水稻6.3万亩、瓜菜2.4万亩、
香蕉1.6万亩，其他经济作物2.1万亩，直接经
济损失达2.2亿元。

日前，该市下发关于农作物恢复生产的指
导性意见，针对受灾严重的水稻、蔬菜、芒果、香
蕉等经济作物，从排水、消毒、修建、防虫害等方
面具体指导农户如何恢复生产。

同时，东方市农业部门还先后深入八所镇
老苏光田洋、新龙镇道达村等地实地调查农业
受灾情况，组织农户开展生产自救，并指导农户
及时排涝，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 见习记者 袁宇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陈家贞

8月17日、18日，连续两天的暴
雨猛烈地冲刷着山体，河水水位迅速
上涨，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10米
高的新明望桥桥面被山洪淹没，进出
乡里的唯一道路被冲毁。面对通信
中断，交通受阻，停电断水，凶猛的山
洪……王下乡不等不靠，在被困的72
个小时里积极自救。

“快来人帮忙！”8月18日8时许，
正是平常人家吃早饭的时间，王下乡
三派村党支部副书记林小花被突然传
来的呼喊声惊住。原来，村里一户五
保户家的房顶出现漏水，老人独居家
中，情况紧急。林小花立刻冲出家门，

冒着瓢泼大雨，将老人背到村委会办
公楼里妥善安置。担心还有村民家中
渗水，林小花顾不得换下湿衣服，扭头
又冲进了雨幕。直到将家中出现漏水
的村民全部安置到村委会办公楼，她
才换下了湿透的衣裳。

村委会办公楼里没有被褥，没有
吃穿，怎么办？没有电煮饭，村民就
用自家的柴火煮大锅饭；没有被褥，
村民拿出自家的被褥，免费提供；没
有足够的粮食，村民就从自家的米缸
里匀出口粮……风雨里，深厚的邻里
情温暖了所有人。

8月13日，王下乡便逐渐下起了
雨。山鸡养殖场里5800只小鸡仔的
情况格外牵动人心。

为了帮助养殖场度过风雨大关，

乡干部、村干部和热心村民早早地便
来到养殖场帮忙，加固鸡舍棚顶，疏
通排水道，还有热心的村民借来了发
电机备用。在暴雨肆虐的夜里，派出
所所长符成才多次冒着风雨，前来养
殖场帮助守夜。

风雨停歇后，养殖场里的淤泥盖
过脚踝，出入如泥潭。大家又带着铁
锹铲子，一锹一铲，清整养鸡场。“乡
里乡亲的，就该互帮互助！”村民们发
出了朴实的心声。

道路不通，救援队无法进入。8
月19日，风雨渐歇。王下乡驻点干
部、乡镇干部立即行动，发动村民积极
自救，打通被阻断的道路。一棵棵倒
在路面的树木被清理，一块块巨石被
清理，三部中型机械车在轰鸣声中为

王下乡开辟出一条“生命线”。经过连
续两天的清障，王下乡钱铁村、洪水
村、三派村、大炎村4个村子基本恢复
通行，共清除15处滑坡及路障。

在王下乡失联的72个小时里，省
领导多次打电话关切王下乡的救援进
展，昌江县委书记林东多次前往霸王
岭实地查看险情，要求加快速度抢修
道路。20日上午7时许，省公路管理
局昌江分局派出的道路抢修队前往石
王线，平整修复塌方及掏空路段，并于
当日实现全路段功能性通车。

“路晚通1天，小鸡仔就会死一
半，晚两天就全完了。”得知出乡道路
修复之后，养鸡场技术员林勇决定立
即出乡，为养鸡场的5800只小鸡仔
购买口粮。 （本报石碌8月21日电）

昌江王下乡积极开展灾后自救

不等不靠 互帮互助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昨日上午9时，久违的阳光穿透
厚厚的云层，洒向饱受洪水肆虐的琼
西大地。

儋州市木棠镇薛宅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薛凤驹大清早就跑到
鸡棚里喂鸡。“暴雨灌进了鸡棚，不少
绿壳蛋鸡被雨水打湿。从昨天起，我
们趁着雨势减弱雇了两台挖掘机挖
沟清淤排涝，同时用吹风机把鸡毛吹
干，避免鸡着凉感冒。”他说，“木棠镇
委书记吴启养也带领镇干部冒雨跑
来帮忙。”

暴雨刚过，薛宅村贫困户薛早贤
早早起床跑到蚕房，一手托簸箕，一
手捡起桑叶喂蚕宝宝。“再过8天左右
蚕宝宝就要休眠了，而后不久就开始
吐丝。”他满脸欢喜，“目前每公斤蚕
茧卖36元，有政府扶持，有公司负责
收购，想不脱贫都难。”

东成镇里仁村委会下辖的品地
村三角梅育苗基地，由该村21名贫困
户合作建立，面积合计60亩。今天上
午，记者在此看到，暴雨几近摧毁该
基地，21名贫困户的脱贫愿景似乎也
被大水冲毁。

目睹此景，站在田埂上的品地村贫
困户老黎略显悲伤。“三角梅育苗三四
个月即可卖给公司，目前市场价达十几
块一株，最低收购价也有5块，且有政
府兜底，每亩收入估算也有七八千元。”
他说，“现在基地毁坏了，这可怎么办？”

“三角梅种植是东成主要脱贫项
目之一，必须从资金上优先给予帮
扶，毁坏的基地要尽快重建。”正在此
处察看灾情的儋州市委书记严朝君
对市财政局负责人说。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

儋州灾后采取系列措施

不让大水冲毁
贫困户的脱贫梦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黎宁 林深广

为村里申请灾后重建项目、组织
村民修复受损房屋、帮助渔民拓宽灾
后创业渠道……

尽管距今年儋州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工作结束不到一个月，儋州众多
的村干部，在汹涌的洪水中，交出了
一份份积极带领村民抗洪救灾、恢复
生产生活的出色答卷。

“只要祥哥带领我们干，村里的
水产养殖还会兴旺起来。”儋州市木
棠镇高堂村村民吴为天说。

“祥哥”吴为祥，是高堂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他介绍，高堂村
下辖的潭龙村小组有上万亩水塘，其
中近7000亩水塘受损。

面对灾情，吴为祥表示，他正组
织村民恢复生产。今后，将在自力更
生基础上，向上级申报相关项目：建
设人工码头，硬化水产基地道路，开

通基地用电线路。
而在新州镇攀步村，数十名村民

正参与到维修该村村民李正南家中
的受损墙基中。近3天来，已有上百
人次的村民义务帮工，其中有不少人
舍弃外出务工挣钱的机会。

攀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孟伟欣慰地说，村民们很有凝
聚力，村“两委”还将从多方面协助
李正南重建家园，并为船只受损的
渔民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帮助他们

拓宽创业渠道。
新州镇新地村也是一派繁忙景

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
怀金，这两天发动村民打扫卫生、修
桥补路，组织养殖户维修被冲毁的
鱼塘。

“要从水灾中振作起来，重要的
是激发村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作
为致富带头人的李怀金深有体会
地说。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

儋州村干部积极带领村民抗洪救灾、恢复生产生活

履新近一月，救灾重建交合格答卷

8月21日上午，万宁供电局工作人员赶赴儋州，支援抢修儋州西庆农场受损电力设施。
灾后，儋州供电局抢修复电进展迅速。截至8月21日17时，已恢复126031户用户供电，占比达到88.41%。剩余30073户未复

电用户，均有望在8月22日实现全部复电。 通讯员 刘国兴 摄
儋州供电抢修进入最后攻坚

白沙元门供电所抢修人员奋战5天

与时间赛跑恢复供电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见习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王伟

“绞磨机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开始拉，两
边注意好平衡，手不要松！”今天，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10kV南开乡主线第237号被洪水冲倒电
杆的位置，白沙元门供电所配电抢修班班长李
艳正在指挥着这里的修复救援工作。这支30
多人的队伍从17日到现在，已经在电力抢修的
前线奋战了5天。

循着跨山过河的线路不断排查，遇到小问
题就检修，20日下午抢修班在距离南开乡政府
1公里的河流对岸发现了南开断电的原因：
10kV南开乡主线第237号电线杆已经被洪水
冲倒。但设备有哪些故障，修复需要哪些零件，
怎么修复？都必须过河去看一看才知道。

由于暴雨的原因，这里原本仅仅过膝的平
静水面现在已经变成了深不见底的河流，怎么
办？李艳毫不犹豫地穿上救生衣，绑上安全绳，
跳入了湍急的河流中。成功到达河对岸的李艳
没顾得上休息一下，就开始了对损坏设备的检
查，并进行记录后返回。

“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李艳笑着说道。
21日5时30分许，李艳和抢修班的同事就带着
连夜准备的零件和工具出现在了河对面开始抢
修。虽然之后又下起了大雨，但配电员工斗志
依然高昂。有的人甚至顾不上吃午饭，继续抢
修作业。

21日19时13分许，断电80多个小时的南
开顺利通电，李艳和抢修班的同事脸上终于露
出了笑容。但抢修还在继续，他们又踏上了前
往下一个故障点的路上。

（本报牙叉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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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