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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11月21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长吉）记者从省公路管
理局获悉，截至今天上午10点，因漫
水和塌方导致阻断的G98环岛高速
东线段已全线恢复通车，右幅K158+
450塌方处已全部清理完毕，我省高

速公路、国道全线无阻断。
据介绍，20日晚，由于公路、交警等

部门合力对G98环岛高速右幅K158+
450塌方处抢修，加上K154处漫水已
退，有关人员徒步对牛岭隧道的渗水情
况进行勘察并确认可以通行后，G98环

岛高速右幅（海口往三亚方向）已于今
天凌晨0：30左右恢复缓慢通车。

“昨晚我省交通部门抢险人员几乎
彻夜未眠，全力抢险。”省公路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
管理局组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和勘

察，海南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现场积极抢
通，路政二大队与交警现场指挥交通，
万宁公路分局在海榆东线抢险疏通分
流车辆，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国道已是
全线畅通。

同时，省公路管理局还连夜联系

组织公路设计部门专家，于今天10时
赶到现场，拟采用无人机航测等技术
调查研究G98环岛高速K154漫水点
水系变化、K158+450塌方上方山体、
K169山体落石以及牛岭隧道渗水等
情况，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塌方处全部清理完毕

环岛高速东线海榆东线恢复畅通
符冬波：

让小椰壳带领残疾人
走向致富之路
■ 本报记者 李磊 实习生 马浩男

走进万宁市大茂镇的小椰壳工艺品厂车间，
围坐在机器旁工作的还有部分残疾人，他们虽然
行走不便但双手灵活，在相互配合下，将手中坚硬
的椰壳经过选料、切割、打磨……42道精雕细琢
工序后，椰壳成了餐桌上古朴而优美的餐具。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符冬波，十多年来，他痴
迷于椰雕艺术品。2005年，符冬波下岗后决心走
自主创业的道路，他把目光瞄准了海南遍地都是
的椰壳——自唐代以来，就有用椰壳制做餐具的
传统。

为把想法变成现实，符冬波开始研究古代椰
壳餐具的制作方法，并没日没夜地在工厂里打磨
着椰壳，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摸索出生产优质椰
壳餐具的整套工艺流程，并申请了专利。

2014年6月，符冬波在万宁市大茂镇大园村
的厨具厂开始投产，从最初的几个工人，发展到现
在已经有上百名工人，全部都是符冬波招来的下
岗工人，其中还有50多名残疾人。

今年1月，“小椰壳餐具”项目夺得2016年海
南省创业大赛冠军。符冬波对此次创业大赛感触
良多，他说：“通过这次的大赛，我认识到，只有不
断开发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并在竞争中展
现自己的优势，通过创新才能持续发展。”

如今，符冬波的椰壳餐具充满海南独特的风
情，产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现已收到韩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商家的合作意向。

符冬波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介绍，在万宁市
委、市政府和省残疾人基金会的支持下，他将推进
残疾人“家庭委托加工”模式，工人收件后在家使
用工厂提供的专业设备对椰壳初加工，由工厂回
收再加工为成品。这一模式，将有望实现残疾人、
特困人员就地就业、就地脱贫，并走向富裕之路。

（本报万城11月21日电）

省慈善总会多种形式开展医疗救助

720余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获资助实施手术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
符宝山）记者今天从省慈善总会召开的医疗救助
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了解到，省慈善总会自2009
年3月成立以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医疗救助，一
大批困难群众得到了及时的救治，缓解部分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社会效果良好。

据介绍，在省慈善总会发起的“冉冉朝阳·慈
心之旅”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项目中，各级民政
部门和省慈善总会累计投入1100多万元，资助
720多名患儿实施手术，手术成功率达99%，项目
荣获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
贡献（项目）奖”。“爱汝行动”救助贫困乳腺癌患者
项目累计救助患者259人。“微笑列车”救助唇腭
裂患者项目累计救助患者1470余人，支出580多
万元，一大批孩子通过手术治愈绽放微笑。对癌
症患者药品援助项目累计救助1.43万人次，援助
金额3.37亿元。9年来，组织医疗专家志愿团下
乡巡诊服务上千次，惠及人次8万余人。帮助海
南省慈善惠民医院增添医疗设备，减免海南省中
部少数民族地区低保户、特困户住院患者98%的
治疗费用。

会议还对9年来省慈善总会医疗救助项目做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我省公开开庭
审理一起涉黑案件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苏焕振 刘佳）今天上午，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口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黄某某等人涉嫌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

据检察机关指控称，20世纪90
年代，被告人黄某某等人在五指山市
陆续加入了以蔡某某（另案处理）为首
的“黑鬼帮”，后因蔡某某被砍伤，该帮
人员随之解散。2005年，黄某某回到
五指山市重新纠集原“黑鬼帮”成员，
并不断扩大组织成员人数，后将“黑鬼
帮”更名为“月亮帮”，实施强迫交易、
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暴力犯罪活动，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涉黑组织。

检察机关指控称，该组织非法持有
仿制和改装枪支、砍刀，为组织实施暴
力活动提供保障，通过实施垄断加气砖
市场和吊车市场、开设赌场，对按摩店、
商铺索取“保护费”，替人追债等违法犯
罪活动，非法获利数额巨大；该涉黑团
伙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一方，
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严
重破坏了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

法院表示，该案涉案人数众多，案
情重大复杂，预计庭审工作需要数日
时间完成。

本报万城11月21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吴鹏）11月20日，万宁境
内普降暴雨，境内多条道路通行受阻。
由于原定路线无法通行，当晚11时许，
14辆车绕行途中，误入已经发生山体
滑坡的一条乡道，被困在万宁市南桥镇
铜铁岭仙女潭瀑布附近。今天凌晨零
时许，在万宁市公安局兴隆分局民警的
协助下，被困车辆上的39人安全脱险。

今天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处
山体滑坡将一条沿山修建的乡道完全
阻断。滑坡点有两处，相隔500米左
右，滑坡土石方总体量在100立方米
左右。位置稍高一处山体滑坡正对着
铜铁岭仙女潭瀑布。在一栋民房前，
14辆被困车辆停放在路中央。在民
房后面，还有一处300多米长、20多
米宽的山体滑坡。

据悉，这条乡道由南桥镇通往礼
纪镇长新村，车辆原本可以经此绕行
至G98环岛高速日月湾入口。记者
联系上了当晚被困的车主唐天涯，他
告诉记者，当天下午4时许，他从万宁
市区返回陵水老家，车行到G98环岛

高速兴隆出口时，发现前面拥堵严重，
便从兴隆出口下高速，准备绕行223
国道回家。车行到国道223线万宁南
桥镇南桥小学段时，道路被水淹同样
无法通行。随后，他根据手机导航线
路，从南桥镇绕行到了发生塌方的乡
道。“当时雨一直没停，我们就赶紧拨
打求救电话。”唐天涯说。

在接到求救电话后，万宁市公
安局兴隆分局民警立刻组织了4辆
警用车辆参与营救。21日零时许成
功将39名被困人员带至兴隆镇、万
城镇两地宾馆酒店安置。车辆则停
在原地，等待道路抢通后车主自行
开走。

21日中午2时许，万宁市公路局
组织人员成功将道路抢通。当天下
午，车主们陆续将14辆车安全驶离。

■ 本报记者 李磊 刘操

在万宁市东兴农场红旗队的办
公楼前，有一棵100多年树龄的荔枝
树，尽管树的一侧被雷火烧毁，另一
侧依旧枝繁叶茂，并悬挂着一块醒目
的红色标牌“英雄树”。

东兴农场红旗队，在农场成立之前
曾被叫做田梨村，是1951年8月中央
人民政府南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授
旗授牌为“革命模范村”的村庄之一。

在革命战争时期，田梨村的村民为
革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曾一度成为无
人村。解放后，国家在村庄原有的废墟
上建立起了农场，随着农垦改革的推进，
如今，东兴农场通过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让这里的居民走向了幸福的生活。

六连岭下的红色村庄

说起这棵“英雄树”的历史，今年

70岁的农场居民李大义告诉记者，在
抗战过程中，田梨村的两姐妹投身抗
战队伍中，被日军抓获，日军就在这
棵荔枝树下，将她们杀害了。“每逢节
日，我们都会在此祭奠英烈，永远铭
记这段红色历史。”李大义介绍。

“田梨村地处六连岭山区附近，
革命基础好，群众的革命理想信念坚
定，同时具备坚强的革命品格。”万
宁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负责人介绍，从
大革命时期开始，农民运动蓬勃兴
起，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捕杀共产党
人，共产党人利用这里近山偏远的特
点，藏匿在村民的家中，继续地下革
命活动。

据介绍，田梨村民为革命同志提
供食宿、带路通信、刺探敌情、征集枪
支子弹和多余粮食、支援队伍。有的
村民民居实际上成为了党组织活动
的秘密联络站，村民自发地接济来往
的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该村实
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
策，有的村民被迫迁到山上去搭
茅寮居住。

万宁市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1944年秋至1945年夏万宁出现了
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饥荒，田梨村
很多群众饿死。在艰苦的抗日战争过
程中，田梨村经受了烧杀、围剿、扫荡、
饥荒，田梨村仅存的几户村民当时已搬
离该村，该村变成了无人村。

解放后，田梨村幸存的村民返回
自己的家乡，随着农垦建设的推进，
田梨村开始成为农场的一部分，也走
向了恢复建设的道路。

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奔富路

今年52岁的符传忠,祖辈就住
在田梨村，上世纪七十年代跟随父亲
返回家乡田梨村，他告诉记者，改革
开放后，农场开始走向了快速发展之
路。“在自己的少年时代，农场的大喇

叭里经常响起‘红旗飘飘，永远飘，带
领我们奋发上进’这样的歌曲。”符传
忠说，现在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脑
海里都会回想起当年农场里那一番
欣欣向荣的景象。

近年来，随着农垦改革的深入，
特别是海垦东兴农场公司成立以后，
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以发展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休闲业为重点，
强化农业用地和对外发包项目管理，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土地价值，促进企
业增效、职工增收，当地已发生了喜
人的变化。

如今，革命时期的“老区精神”继
续激励着这个革命老区村的所有人，
不忘当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以创
造出更大的业绩。东兴农场公司在
包括曾经田梨村范围内的农场辖区，
建设的特色小镇已初具规模，香蕉、
槟榔等热带高效特色农业给当地居
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农场居民们住
上了宽广的小楼房，走上了通畅的水
泥路。

（本报万城11月21日电）

万宁市东兴红旗队：

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

关注2017海南省创业大赛

暴雨天14辆车误入山体滑坡乡道被困，万宁警方凌晨紧急展开救援

39名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英雄树下铭记历史 高效农业促百姓致富

扫码看救援现场视频
摄影/袁琛 剪辑/吴文慧

⬅11月21日，万宁市南桥镇
铜铁岭仙女潭瀑布附近，14辆小
车被困在乡道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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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有保障

水龙头轻轻一扭，清透的自来水汩

汩流出。11月21日晌午，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长征镇潮村贫困户王家益在自家

院子，扭开水龙头准备淘米做饭。“村里

这个月才换了新水塔，自来水明显比以

往干净多了。”

饮水难，是我省中西部山区不少村庄面

临的问题。中西部山区海拔较高，一到冬

季容易出现缺水现象，夏季降水量大又容易

出现用水浑浊，存在安全饮水隐患。

“以前水塔就建在村口，旁边有条小河

沟，一下雨河沟水一涨，自来水就泛黄，这

水质根本就不达标。”潮村村民小组组长张

金妹说。

潮村是我省饮水安全巩固工程受益

的村庄之一。从去年以来，为全面解决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我省共建设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工程73处，项目涉及10

个市县，省市县共下达投资6476万元，全

省共有 6.28 万人受益，其中贫困人口

0.97万人。2017年，我省继续推进5个

国家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工程62

宗，项目实施后，累计受益人口达到2.14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0.69万人。

农田水利建设
推进灌溉“最后一公里”

灌溉难，是制约山区产业发展的一

个瓶颈。目前，我省正在部署开展中部

市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持续推进破解

灌溉“最后一公里”困局。

在琼中安上乡，漫山的绿橙树青青

葱葱，仔细一看，绿橙树下拉着一条细

长的黑水管，开关一扭水雾喷出，不一

会儿就在绿橙树下形成了一个小水洼。

“绿橙种植是不能缺水的，我们之

前都是自己从山下抽水用，费用特别

高。”琼中中惠绿橙农民专业合作社相

关负责人郑奎说，合作社种植绿橙之前

一直困扰于用水难，种植规模一直没能

持续扩大。去年，琼中水务局投资建设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在山下拦坝抽水引

到山上建蓄水池，彻底解决了合作社灌

溉难题。

琼中水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2016

年琼中推进的节水灌溉工程，大概解决了

1万亩左右的绿橙种植灌溉难题。按照省

里部署目标，琼中近几年来重点建设大型

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贫

困地区农田和水利设施有较大改善。预

计到2020年，要恢复及改善灌溉面积

2.03万亩，发展节水改造0.93万亩。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农田水利

建设是我省水利扶贫的重点内容。今年

下半年，我省在中部四个市县开展了83

座小山塘建设，持续破解灌溉“最后一公

里”困局，目前这些工程正在实施中。

夯实水利基础设施
补上贫困地区水利薄弱短板

位于儋州市西北部的薛宅村，下辖

有龙头村、薛屋村、长兰村等10个自然

村，全村人口609户3050人，人均纯收入

2262元；其中贫困户222户1134人，是

儋州市整村扶贫推进村。由于干旱缺

水，薛宅村的村民主要靠种植水稻或外

出打工为生。

去年以来，儋州市启动了松涛松林岭

分干渠北方山斗渠修复工程，薛宅村委会

下辖的龙头村南药基地灌排水改造工程、

抗旱机井工程陆续启动，这几个水利工程

完成后不仅可解决薛宅村10个自然村的

农业生产用水难问题，还可保障龙头村

300亩南药基地用水所需，让龙头村的贫

困户可以安心发展南药种植业。

贫困村要发展，夯实发展基础是关

键。在我省农村地区，制约农业种植产

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

滞后。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我省

加大对农田水利、道路、防洪堤、饮水灌

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日渐完善，产业发展基础得以夯

实，发展环境更有保障。

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水

务系统要持续扣住“精准”二字全面部

署开展水利扶贫，重点推进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农田水利建设、灌区续建

配套和节水改造等重点工程，加快贫困

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11月份，我省今年已投入水利

建设资金40.62亿元，实施水利项目基

础设施128宗。为加快水利重点项目的

进度，10月份，省水务厅启动了“2017

年水务项目百日大冲刺”行动，分别派

出督导组分赴各市县水利一线开展督导

检查，建立项目工期进度表定期汇报、

检查，建立问题台账按期督促解决问

题，力争在年底前全面完成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明确的年度工作任务目标，为我

省完成年度扶贫任务，建设美好新海南

夯实基础。

（撰文 小慧 邹小和）

我省两年来陆续投入水利建设资金87.75亿元，实施水利基础设施项目215宗

水利扶贫润民心
近段时间的持续降雨导致南渡

江水位上涨，葛洲坝集团海口南渡
江引水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高学彦
显得有些焦急：“一下雨心里就很着
急，必须得想办法赶工期，按时完成
工程进度。”

南渡江引水工程是国家172个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之一，
该工程建成后年均饮水量3亿立方
米，不仅可解决海口城市生活和工
业缺水问题，还会解决羊山地区农
业发展一直存在的灌溉用水难问
题。

水利扶贫是我省基础设施扶贫
工作的重要一环，农村实施水利扶
贫，对破解贫困地区水利发展瓶颈
问题，补齐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薄弱
短板具有重要意义。

据省水务厅透露，从2016年
开始，全省已陆续投入水利建设资
金87.75亿元，实施水利基础设施
项目215宗，重点解决贫困地区安
全饮水、农田水利灌溉以及水生态
保持等多方面问题，全力助推扶贫
攻坚，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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