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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儋州人武部参谋黄昭文连救6名群众，被漩涡卷入沟底后为群众所救

兵救民来民救兵 患难见证鱼水情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张琳

“我们很多战士连续泡在水里几
十个小时抢险救人，脚都泡肿泡烂了，
你应该去报道他们才对。”今天中午，
儋州市人民武装部参谋黄昭文谈起8
月18日晚在中和镇救灾时经历的生
死一刻，连称“羞死人了，自己去救人
反倒最后被人救。”

那一夜，在黄昭文带领驻儋州某
部队6名战士救起6名被困群众之后，
不慎被漩涡卷入了深两三米的沟底，
死神离他不过咫尺之远。“被洪水完全
没顶且被困在水底长约两分钟，当时，
我真的以为自己完了。”黄昭文说。

群众被困
他带领子弟兵火速驰援

18日晚，受台风“电母”影响，强
降雨持续袭击千年古镇中和，还在施
工建设的东坡塘水位急速上涨。东坡
塘上的水泥桥整个桥身都已淹没在洪
水中，儋州文旅公司的许帮耀和3名
同事被困于此，紧紧抱着拱桥的水泥
护栏瑟瑟发抖。风急雨骤中，他们已
被困四五个小时。

22时26分，刚刚结束中和镇陈

坊村救援行动的黄昭文，在返回镇上
的途中突然接到儋州市武装部部长文
最新的电话：火速赶往东坡塘救人。

接到救援命令后，黄昭文当即率
领驻儋州某部队6名战士驾驶东风运
输车火速赶往中和。与此同时，接到
消息的中和镇党委副书记陈辉毅等十
多名镇干部也火速驰援。

当晚，降水量超历史极值的中和
古镇，路面积水最深处超3米，且全城
断电，仅能依靠车灯和手电筒勉强辨
别方向和道路。救援队伍抵达镇上
时，已经是23时许。

黄昭文等人在水流湍急的巷子里
小心翼翼向前摸索着。黄昭文回忆
说，救援开始后，先由东风运输车拉着
冲锋舟牵引车，到水位足够深的路段
再放舟行驶。在当地一个药店老板的
随船带领下，救援人员乘舟穿过镇上
的狭小巷道前往事发地。

“巷子窄，岔道口多，水流很急，漂
浮物也很多，加上天很黑，冲锋舟多次
碰到电线杆，导致船身受损。”黄昭文
说，“不到2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1个
多小时，大约在19日凌晨才救下许帮
耀等4名被困人员。”

冲锋舟沿着东坡路返回镇上时，
坐在船头的黄昭文又看到两人用手电

筒照着连声呼救，此时洪水已淹至他
们的脖子处。黄昭文和战士们赶紧将
他们拽上船，可容12人的冲锋舟，当
时已经超载1人。

身陷漩涡
死神离他不过咫尺之遥

暴雨和黑暗中，被迫超载的冲锋
舟继续沿着东坡路缓慢行驶，而危险
正在逼近。

东坡路末端与解放路交界的地方，
地势低洼，有一个排洪沟的入河口。从
解放路两头和东坡路俯冲而下的洪水
在此汇集，形成了一个漩涡，原本离沟
底有2米多高的桥面被完全淹没了。

19日零时40分，冲锋舟行至此
处，船身突然失控随漩涡不停摆动。
坐在船头的黄昭文随即跳下船，使出
浑身力气推着船头一侧，努力稳住船
体。他并不知道，此时若后退一小步，
便会踩空坠入河沟！

黄昭文死死顶着冲锋舟，但因水
流太急，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摆正
船的方向。

“穿军装的全部下来扶船！！”黄昭
文命令。众人合力下，冲锋舟终于摆
正方向并徐徐驶出漩涡，战士们也回

到了船上。但没人觉察到，船头位置
的黄昭文没有回到船上——他脚下踩
空，被漩涡吸下去了！

卷入水底的黄昭文，脚穿水靴，身
上穿着雨衣和雨裤，身体无法舒展开
来。“我赶紧脱掉了雨衣雨裤，这才放
开手脚游开来，踩到沟底后，我顺着漩
涡从侧面破开一道口子，用力一蹬往
上浮，没想到连蹬好几次都碰到了墙
梁底部。”

“这可能是涵洞，或者是桥底。”那
一瞬间，黄昭文说自己感到绝望，他以
为自己被困在下面了。但是，求生的本
能驱使他不断使劲往水面上游，水势越
来越大将黄昭文冲出桥下，他抓住机会
再次使劲往上浮，终于浮出水面。

“运气不错，刚浮出水面，就抱到
了一个水桶粗的木头，我死死抱着它
浮着。”此时，黄昭文距离落水点已有
达十几米远。

绝处逢生
挂防盗网半小时后获救

浮出水面的黄昭文，并未远离险
境。

黄昭文说，当时一片漆黑，自己瞪大
双眼观察河沟左右两侧地势，发现七八

米远处有一户居民家的老式防盗窗。黄
昭文逆着水势向防盗窗方向游去，瞅准
机会抓住防盗网上的铁栏杆，两只胳膊
死死勾住，身体任由洪水冲刷。

“救人啊，出来开门啊，房东在不
在！”身为军人的黄昭文嗓门很大，但
他不好意思喊“救命”。

黄昭文的呼救声引来隔壁房间一
名妇女的注意，看到有人挂在防盗网
上，她吓了一大跳。“大姐，快伸条棍子
来！”黄昭文喊道。

屋外的动静也惊动了房间里一名
男子。母子二人合力，向黄昭文伸出了
救命棍子，他迅速抓住并游过来，随后
翻过一个小栅门。他得救了！此时，他
已经在铁栏杆上挂了半个多小时，直至
今日，他手上还有刮伤的痕迹，两只胳
膊和腰部的酸痛感尚未完全消除。

数分钟后，陈辉毅就率领众人驾
驶冲锋舟赶到了现场。原来，19日凌
晨1时许，并不在救援现场的林元汉
接到求救电话，旋即将情报转给中和
镇抗洪救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又迅
速将消息转告给陈辉毅等人。

凌晨1时半，甫回到中和镇政府，
黄昭文立马清点人数。这一次，无一
人落下。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孙学荣 实习生 周心怡

8月 18日早上7时许，台风“电
母”临近，我省多地笼罩在狂风暴雨
中，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江河水位
不断上涨。

防风防汛的关键时刻来临。按
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政府分
别成立了5个抢险救灾督导组，分别
奔赴儋州、临高、东方、昌江等灾情严
重市县，现场检查防风防汛工作。

“滴滴”。早上8时许，跟随第二
督导组下乡的水务厅负责人接到临
高县三防办发来的手机短信：抱美一

水库，总库容1011.3万立方米，正常
库容327.2万立方米，当前库容603
万立方米；正常水位48.0米，当前水
位50.55米。

抱美一水库是一座兼有灌溉、防
洪、发电功能的中型水库，水库正在再
建加固中，一旦发生水位漫坝，将有可
能造成大坝摧毁、决堤泄洪的险情。

“一定要去水库查看下情况，不得忽视
任何存在的隐患。”接到情况汇报后，
第二督导组组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立即指示，要求加派人员进
行加固加高堤坝，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力度，并做好下游群众撤退的预案。

傍晚，暴雨如注，水库水位仍不

断上涨，超过了水坝自溢位约1.7米，
水库容量最高达到了约700万立方
米。为加固防范，省防总指挥部立即
电话指挥现场人员，在水库大坝下游
坡各打桩加固，稳住高压水位对水库
坝体造成的压力。而此时，又传来了
一个揪心的消息：位于文澜江支流上
游的尧龙水库容量暴涨，发出泄洪预
警。

当晚，武警海南省总队100名官
兵赶往临高。从晚上11时到次日凌
晨6时，战士们不停地装土，扛沙袋，
连续8个小时不间断。“眼看着水位
一直上涨，涨到离水库坝顶的加固缺
口仅有5厘米了，真的感觉心眼儿都

顶到嗓子上了。”回忆起那天晚上的
惊险，抢险战士卓光华说道。

在此危急时刻，在临高县城、海
口市的防总指挥部里，专家们正紧张
地分析天文气象、水库水位、水量等
水利情况，认为“电母”已经登陆湛
江，对海南的影响逐步减弱，暴雨不
会持续多久，要求大家一定要挺住，
熬过这场强降雨袭击的最后关头。

凌晨6时许，雨逐渐停歇，天际
边曙光显现。历时8个小时的抢险
加固后，水库水位持续下降，险情终
于排除，在场的抢险官兵们累瘫在
地，依靠着沙袋睡着了。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

临高抱美一水库遭遇溢洪漫坝险情，经科学调度指挥和艰苦抢险终堵住缺口——

那一夜，顶住暴风雨最后的疯狂
海南省红十字会
全力投入救灾

本报海口 8月 21日讯（记者丁
平）受第8号台风“电母”影响，海南多
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根据灾情需
求，海南省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总
会申请紧急调拨家庭包500个，省红
会自己筹备夹克衫9箱，薄被、米、油
等基本的生活物资开展救灾工作。

此次雨灾，临高变成了一座水城，
省红十字会经过协调，委派三亚市红
十字灾害救援队紧急出发，利用救生
艇协助转移危困人员。救援行动转移
人数474人，被困人员都是医护人员
和住院病人。

据统计，暴雨期间，省红十字会共
出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200人次，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1464人次，截至目前已
发放了价值19万元的救灾物资。

成美联手壹基金援助灾区群众

捐赠价值10万余元
救灾物资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李静）受今年
第8号台风“电母”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海南多
个市县受灾严重。为解灾区燃眉之急，成美慈
善基金会联合壹基金于8月18日傍晚第一时
间启动预案，通过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台紧急
调拨价值10万多元的救灾物资，发往儋州、昌
江及白沙三市县受灾严重地区，解决灾区人民
的生活之需。

8月 19日一大早，海南民间救灾协作平
台的三亚救援队、文昌市紫贝侬家慈善会、海
口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海南山地救援协会、
海口市云开见日义工社等五家机构兵分三路
从海口、三亚、文昌出发，前往受灾严重地区
展开援助行动。作为救灾物资的300个生活
包，也同时从文昌备灾点发出。当天 13 时
起，援助灾区队伍及物资车辆克服交通不便
等困难，分别来到儋州市新洲镇赤坎地村、泮
山村；白沙县荣邦乡岭尾村、光村，打安乡，牙
叉镇志道村；昌江县海尾镇长山村委会等地，
将生活包发放到村民手中。每个生活包中有
储物箱、水桶、防潮垫，毯子，锅具，毛巾、香
皂、洗衣皂、不锈钢盆、雨衣、牙刷、筷子、手
电、不锈钢碗、雨伞等物资。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王剑）今年第8号台风“电母”到来的强降雨给
儋州等地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连日来，在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倡导下，我省医
药行业协会、海南慈航公益基金会、海口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海南成美公益基金会等省级
社会组织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此
外，本土爱心企业也慷慨解囊向受灾群众伸
出援手。

灾害发生后，省级社会组织第一时间向
灾区群众了解生活所需，并及时展开爱心捐
赠行动。8月19日，海南成美公益基金会紧
急启动救灾预案，筹集总价值 11.16 万元的
300个生活包，发往儋州、昌江、白沙三个受
灾地区，用于解决灾区人民的生活之需。今
天上午8时，省医药行业协会、海南慈航公益
基金会、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在海口集合
出发，将筹集来44.25万元救灾款物运往儋州
灾区。其中，省医药行业协会捐赠大米
30000斤，药物聚维酮碘溶液 30箱，方便面
100箱，矿泉水100箱；海南慈航公益基金会
捐赠大米80000斤；海口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捐款35000元（现金）。

此外，临高县受灾严重的西田村今天收到
了首批民间救援物资。灾害发生时，西田村九
个自然村全部被淹，稻田、菜地、家畜、房屋、道
路长时间泡在水里。潮水退去后，1800余名村
民的生活所需备受考验。在灾害中同样受到损
失的临高本土企业海丰养殖公司筹办总价值
3.8万元救灾物资，于今天送到灾民手中，其中
包括大米，食用油，八宝粥、方便面、矿泉水、榨
菜等。“企业既要自救也要救人，全社会携起手，
让受灾群众度过难关。”企业负责人表示。

连日来我省慈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
纷纷为灾区群众送去急需物资

爱心涌动 情暖灾区

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与
新坡镇交界处的大力洋，有2
千多亩蔬菜基地在此次的强
降雨中被淹。

8月21日，农户们正抓
紧时间进行灾后自救，快速
排水，收割蔬菜，喷洒农药。
据了解，南渡江洪水倒灌导
致大力洋基地共计损失约
356.2万元。目前，园区正
抓紧进行消毒、道路清淤、恢
复受损田间道路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两千亩蔬菜被淹
农户灾后自救忙

全省爱心人士纷纷捐献物资

爱心如潮汇聚临高
本报临城8月21日电（记者计思佳）今天，

走在临高的街头，可以看到各种挂着“心系临高
受灾民众”红色横幅的卡车飞驰而过。全省爱
心人士为临高受灾群众捐献物资。

前两日，台风“电母”汹汹来袭，临高受灾最
为严重，不少地区因海水倒灌被淹。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灾害发生后临高收到了来自全省各
地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各地志愿者也纷纷赶
赴临高救助受灾群众，如潮的爱心在临高汇聚。

从昨天到今天，临高县临城镇委书记唐南
桥的电话就没断过，“都是各地的爱心人士打来
的，他们打听我们需要什么物资，好有针对性的
送过来。”海建集团送来700包米、350桶油，三
亚某爱心协会送来矿泉水100箱、大米100箱
……每个企业、爱心人士送来的物资唐南桥都
认真地记下。

“很多爱心人士都是来了在镇政府放下物
资后，又亲自开车到受灾村民的家中亲自看
望。要是发现他们还缺什么，就马上抓紧送
来。”唐南桥说，很多爱心人士都是一路匆匆赶
来，饭也不吃，很是令人感动。

“临高县人民医院断电断水17个小时，病
人和医护人员近700人被困，急盼外部物资
和支援！”8月19日，因病人和医务人员没有
水喝，没有食物充饥，临高县人民医院院长在
朋友圈发出了上述信息，一时间得到各地响
应。

两天内，医院收到来自海口、三亚等地爱心
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矿泉水、食物和药品。“现在
我们已经让爱心人士把物资送给临高其他受灾
群众。”

据临高县民政局统计，今天一共收到各地
捐赠物资有：59250斤米、1578桶油、43.08万
瓶水、10560罐八宝粥、1140箱方便面、300床
被褥以及部分药品。

儋州青年自发为
灾区群众献爱心

本报那大8月21日电（记者徐一
豪）近日，儋州灾区活跃着一群年轻
人，他们自发探望灾情较重的村庄，并
为受灾群众献爱心。

日前，记者在儋州市新州镇泮水
村,数十名青年用筹集的善款购买了
大米、面包、食用油、矿泉水等救灾物
资，送到村里并委托村委会分发给受
灾群众。参与献爱心活动的周方伟介
绍，他们都是来自儋州各地的微信群
友，见到家乡父老遭受洪涝灾害，他们
非常难过，于是在微信群里发起募捐
活动。“大家纷纷响应，希望能为灾区
群众尽一份力。”周方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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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家园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有人说，记者是一群勇敢的人，每
当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就会义无返
顾地向前冲，哪怕前方有不可测的危
险，也会英勇地往一线冲。在听说临
高大雨有可能出新闻时，我的心就开
始怦怦直跳，迅速收拾好采访包，朝着
雨水最多的地方出发了。

第一个目标是临高县城，这里，16
日晚开始降雨，连续下了一夜，至17
日上午10时，县城道路多路段已积水
严重，两个城中村被河水倒灌，水深处

可没过人腰，部分居民被洪水围困，预
感可能出现险情。恰在这时，微信上
朋友传来一组图片，上面是一个用红
色塑料盆装着的婴儿，被消防官兵抬
着，从积水深处走出。洪水、官兵、红
色塑料盆、婴儿……这些似乎毫不相
干的元素，突然组合在一起时，让人遐
想。于是，我抓起手机，开始求证信息
来源，并设法联系采访。

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联手解救
被困婴儿，是我采访到的第一个故事，
那温馨感人的一幕，给了我接着往水
更深处走下去的动力。与无情的洪水
搏击，却处处充满温情的故事。

18日下午，临高的水灾越来越严
重，文澜江水奔腾呼啸，好像随时要

吞没整座县城，被洪水困阻的群众越
来越多，奋不顾身救人的民警引起了
我的注意。为采访到一位“有料”的
警察，我独自涉水赶到临城镇东门派
出所，可是没想到，采访完时，高涨的
水位将我困在派出所内。更糟糕的
是，很快全城断电，我可能随时会因
手机没电而与外界失去联系，虽然人
身安全尚有保障，但采访到新闻无法
形成文字传回报社让我十分焦急。
我打电话向各种救援力量求助，无奈
手机最后也自动关机了。

次日清晨，正当我一筹莫展之
际，从洪水中“游”回来的一位派出所
民警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充
电宝，让我激动万分：终于又恢复了

与外界的联系！原来，几乎整个临城
县城都被水淹了，水深处达1.6米！

派出所一楼办公室的电脑、文件
柜等全部浸水，停放在院子里和门口
的警车全部泡在了水里。损失惨重的
村民，有的不顾危险，划着用泡沫箱捆
成的“小船”在水面上四处搜寻，捡一
些还可用的东西拿回家去。看着还在
奔腾的文澜江水，看着这些村民脸上
悲伤的表情，我突然觉得十分心痛。

20 日下午，雨停了，洪水渐渐退
去，我差不多已经被困20个小时，而
进入灾区已近100小时，我迫不及待
想要蹚水跑出去。反馈灾情、呼吁救
援、继续采写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
事，我觉得义不容辞。

我所经历的洪水100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