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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8月 10 日讯 （记者 郭
萃）“交警同志，我的车前轮卡住了出不
来，能不能帮帮忙。”10日15时50分许，
暴雨如注，海口海秀路部分路段积水已
没至小腿，在海垦广场前的路段，一辆黑
色的马自达小轿车斜停在了车道最内
侧，被困在路中的绿化带。

正在执勤的海口市公安交警支队
龙华大队机动分队羊伟贤等几位执勤
人员见状连忙过来查看情况。羊伟贤
一边向车主了解事发经过，一边俯身跪
在地面上查看车轮情况。

因为绿化带中全是积水，车轮离
地面距离又太近无法将千斤顶放入。
执勤人员又搬来一块大石头却也无法
放入。在一筹莫展之时，执勤人员联
系交通清障服务公司寻求帮助，大约
10分钟后，道路救援车驶达现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半个多
小时终于将被困车辆从绿化带移除。车
主不停地向执勤人员表达着感谢。

记者注意到，尽管执勤人员都穿着
雨衣，可是他们从头发到衣服袜子都已
经全湿透了……

顾不上休息，羊伟贤擦了擦流入眼
睛的汗水和雨水，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荧黄色的身影又穿梭在各个路口。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曾毓慧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钟颢

暴雨来袭，河水暴涨，像一只脱缰
的野马奔腾呼啸着。

8月9日15时，通往海胶集团龙江
分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分公司）金波派
驻组20队的南七河河水上涨，洪水很
快淹没漫水桥，但金波派驻组20队的
队长胡余科却显得从容淡定。

受热带低压影响，位于白沙黎族
自治县的海垦龙江地区出现特大暴
雨，从8月9日8时至10日8时24小
时降雨量达到308毫米，是继超强台
风“威马逊”后当地单日降水量最大的

一次。
8月9日中午起，特大暴雨造成南

七河、石碌河、牙佬河、牙标沟等河流河
水暴涨。8月9日17时，龙江分公司3
个派驻组12个生产队的11座漫水桥全
部淹没无法通行，被困职工群众达
1796人。其中，金波派驻组10个生产
队交通和供电均已中断。

“不慌！我们早已准备好充足食
物！暴雨来袭前，我们已经通知职工
备好充足食物，做好危房人员转移安
置工作，妥当安排好一切。”记者10日
下午联系被困的胡余科，他通过手机
这样告诉记者。

“许多生产队多在山林中，地形

较为复杂，每逢大暴雨河水经常上
涨。近年来，我们建立了灾害性天气
预警和预防机制，准备充足物资，以
备不时之需。”龙江分公司党群办主
任蔡亲发说。

10日15时，降雨慢慢减弱。记
者在距离通往金波派驻组12、13、14
队以及牙表2队漫水桥百米远的地方
看到，湍急的河水仍然完全将桥淹没，
人与汽车均无法通行，漫水桥两侧设
置有警戒线。来自龙江分公司和龙江
农场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正值守在
水漫桥区域，防止行人和车辆通行。

“从9日下午起，我们就安排了相
关人员24小时轮流值守。”金波派驻

组11队队长潘鹏杰告诉记者。
龙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蔡儒学说，8月 9日晚，龙江分公司
与龙江农场公司已经联合召开紧急
防汛工作会议，对防汛工作进行全
面布置，成立了6个应急工作小组，
检查桥梁、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危
房等重点单位重点部位的警戒值守
安全防范工作的落实情况，并组织
做好危房和野外山塘、山洪易发地
带人员的疏散工作。

10日下午，龙江分公司、龙江农
场公司和龙江居还召开安全生产联席
会议，部署安全防范和灾后生产生活
恢复工作，决定给予被困的500户职

工家庭每户300元的生活物资补贴。
等水位下降后，救援物资将第一时间
送到职工手中。

记者从龙江分公司了解到，截至
8月10日 20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
报告。目前，12个生产队的河道水位
已逐渐下降，到10日20时，已有8个
生产队的员工群众可以绕道出行，但
其余4个生产队共468人仍无法出
行。由于特大暴雨来临之前，龙江分
公司已与龙江农场公司做好员工群
众的生活物资储备，这4个生产队的
员工生活不受任何影响，目前不需要
转移安置。

（本报牙叉8月10日电）

特大暴雨使海胶集团龙江分公司12个生产队交通完全中断，被困职工群众达1796人——

“不慌！我们早已做好准备”

消防出动冲锋舟
救援803名被困群众

本报那大8月10日电（记者
良子 通讯员钟幸）儋州市王五镇
和新州两镇部分地区10日被洪水
围困，截至19时50分，儋州消防支
队共出动73名官兵、10辆消防车、
8艘冲锋舟和橡皮艇营救被困群
众，成功协助地方政府疏散转移群
众490人。

14时22分，白马井消防中队
接到报警，位于儋州王五镇徐普村
的光普养殖基地被洪水包围，有14
人被困。

接到报警后，白马井消防中
队立即派出两艘冲锋舟赶去救
援。消防队员赶到事故地点，在
现场发现，被洪水包围的具体位
置，一个是罗非鱼养殖场，另外一
处是附近一发电厂，被困人员共
14人，其中 1名孕妇。消防队员
将被困的 14 名群众全部送到安
全地方。

10日下午，儋州消防官兵在
王五镇流方村安全转移约290名
群众。在灵郎村转移约200名被
困群众。另外，在新州镇赤坎地
村、下坊村也安全转移 313 名被
困群众。

3名工人被困采砂船

消防驾驶冲锋舟
渡江救援

本报八所8月10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韩鹏飞）10日下午14时56
分，东方市三家镇昌化江水域玉雄砂
场附近3名工人被洪水围困，东方市
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经过
近1个小时的奋力营救，将被困工人
全部救出。

当天15时30分，救援官兵抵达现
场后，发现有3名工人被困江中的一艘
采砂船上。现场水流湍急，水域情况复
杂，经了解得知：连日来，受热带低压影
响，当地降水量增大，上游水库泄洪排
险致使水位上涨，采砂船上被困的3名
人员暂无生命危险。

15时35分，现场指挥部组织八
所中队3名救援人员在当地熟悉水
域情况的村民协同下，驾驶冲锋舟
渡江救援。15时50分，救援人员驾
驶冲锋舟经过多次努力后终于靠近
被困船只，向采砂船抛出救援绳索，
指导被困工人将绳索固定在砂船
上。

15时53分，救援人员登上采砂
船，协助3名被困人员穿戴浮力背心
后，及时将他们转移到冲锋舟。16时
20分，困在采砂船上的3名工人被消
防官兵成功救出。

网上流传两段临高美台路口积水视频引争议

回应：都是真的,
不同时段拍摄造成

本报临城8月10日电（记者刘梦晓）10日
上午，受南海热带低气压影响，临高全县普遍降
雨，朋友圈则流传出两段视频，一段是该县美台
高速路口积水严重，车辆行人无法通行；另一段
则是反驳前一段视频，称该路段根本没有积水，
系谣言。

对此，临高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经过向交警等部门核实，两段视频都是真的。受
热带低气压影响，虽然临高全县普遍降雨，但降
雨量较大地区主要集中在南宝镇一带。不排除
拍摄第一段视频时，恰好降雨量大，排水不及时
造成短暂积水现象。前不久，该路段排水系统已
经过改造，排水能力大大增强，雨小后就会很快
排干。第二段视频很有可能是在雨小后拍摄，因
此看不到积水。

一辆车被困路中绿化带
交警花半小时救援
助其脱困

温馨告你知

救援
在行动

10日17时许，在海口市南海大道与坡巷路交叉口处，市政工人正在加
固窨井坠护网。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一辆车被困路中绿化带处，海口市公安交警支队龙华大队
交警经过半小时救援助其脱困。 本报记者 郭萃 摄

在海口秀英区海榆中线华利家具厂宿舍楼，海口消防秀英中队队员救援被困的楼内居民，图为将小女孩抱上橡皮艇。
通讯员 冯云雄 摄

洋浦所有码头
已暂停船舶靠泊作业

本报洋浦8月10日电（记者林晓君）记者10
日从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防办了解到，洋浦辖区内
所有码头已暂停船舶靠泊作业，全区1921艘渔船
在8月9日全部回港避风。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洋
浦渔政渔监部门提前增派人手在码头指导渔民
对回港渔船进行管理，防止碰撞等情况发生。
为应对突发事件，洋浦海事部门全面检查应急
设备和通讯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及时协
调展开救援。

同时，洋浦有关部门不间断对区内易涝地
区进行巡查，疏通市政排水涵管，清除排水障碍
物，确保行洪排水畅通；对区内水漫桥和水漫路
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水漫桥和水漫路运
行安全。

此外，开发区提前对石化功能区和危化品企
业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加强对滑坡、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的防范。并提前督查在建项目工地做好塔
吊、脚手架、板房、临时工棚的加固工作，督促企业
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琼海普降大暴雨
导致城区多路段积水

本报嘉积8月10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赵侃）南海热带低压已于 10 日 9 时前后登陆
琼海市潭门镇沿海地区。受其影响，8月 8日
20时—10日 8时，琼海市普降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全市 11 个镇超过 100 毫米，其中会
山、阳江、博鳌、中原和嘉积超过 200毫米，最
大雨量在会山镇东平居 278.1 毫米，平均雨量
为160.1毫米。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0日琼海市城区多个
路段出现积水现象，影响过往车辆通行。在嘉积
镇通往塔洋镇的涵洞桥下，记者看到，涵洞桥下已
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积水，面积大概有20多米
长，几乎包含了整个涵洞桥。

千年古村落被水淹没

消防官兵
安全转移36人

本报金江8月10日电 （记
者良子 通讯员陈焕林）10日12
时，澄迈县公安消防大队特勤中
队接到报警称：白莲镇罗驿村多
户人家被淹，许多村民需要疏
散。接到报警后，特勤中队立即
出动3辆抢险消防车、1艘橡皮艇
赶赴现场处置。

12时30分特勤中队到达现
场时，暴雨仍在持续，水位不断上
涨，而罗驿村地势较低，部分地区
房子已被水淹没。指挥员立即报
告开发区管委会，联系白莲镇政
府和村委会做好应急救援和转移
安置工作，并让救援官兵做好个
人防护，采取与村干部和公安民
警分组挨家挨户搜索被淹房屋并
转移受灾群众。

救援过程中水位上涨、水
流湍急，加之罗驿村内沟渠较
多，救援危险性大。特勤中队
救援官兵通过背、扶、抱的方
式，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往返。
历经4个多小时才将全部受灾
群众安全转移，共计转移安置
群众 36 人，其中包括多名高
龄、残疾老人和小孩。

4030艘渔船回港避风

17756人
转移上岸

本报临城8月10日电（记者刘
梦晓）记者10日从临高县三防办获
悉，临高从8月9日16时起启动防汛
防风Ⅳ级应急响应，并根据各地降
雨情况，多次发出预警通知，要求有
关镇（农场）和单位密切关注水情，随
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为防御此次热带低压将会带
来的险情灾情，从8月3日开始，临
高水务部门启动水库24小时巡查
值守制度，开展水库设施全面排
查，全县45座水库的防汛责任人
和巡坝责任人全部上岗到位，履行
职责。此外，临高县多个部门还联
合做好城市防风排涝，加固易损设
施；做好漫水桥管控，引导车辆、行
人安全通行。

在做好渔船防风管理方面，截
至10日上午9时，临高共有4030
艘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转移人员
上岸17756人。同时，临高各部门
关注重点区域，及时转移群众。截
至10日12时，临城、和舍、波莲、东
英等镇共转移居住危房人员 98
人、居住低洼村庄人员28人。

截至10日20时，临高未出现
灾情险情。

强降雨后如何抢救蔬菜？
省农科院专家为您支四招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傅人意）受南海
热带低压影响，海南8月10日大部地区出现强降
雨，不少菜地受到影响。强降雨后如何抢救蔬
菜？省农科院专家提醒农户，要及时实施清园、根
据受灾情况区别抢救蔬菜、及时防治病虫害以及
适当培土促进蔬菜正常发育。

8月10日下午，在海口市龙华区新发地蔬果
产业园基地，工人正在抢收叶菜。“由于近日强降
雨天气，加上园区本身排水灌溉系统不完善，700
亩的菜园子目前有几十亩被淹。”该基地总管方忠
表示，夏秋季节蔬菜产量本身不高，暴雨天气让园
区部分种植的小白菜、菜心、叶菜受淹。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张文表
示，海南7月-10月为暴雨集中期，强降雨天气会
使蔬菜受淹、受浸或菜田遭冲毁，导致蔬菜减产甚
至绝收。

他介绍，暴雨水灾后受灾菜地的应急措施具
体为：

一是实施清园。暴雨过后，应立即收拾菜园
落叶，避免病害蔓延，并及时人工清洗粘附在茎叶
上的泥沙，增加土壤氧气，使蔬菜保持正常呼吸状
态。同时扶正植株，减少互相挤压现象。对损失
严重的菜田及时复耕，考虑重新播种速生菜如空
心菜、小白菜等。

二是暴雨水灾后根据受灾情况区别抢救
蔬菜：暴雨后如果遇烈日高温天气应及时盖
遮阳网，避免蔬菜过度蒸腾而脱水死亡或腐
烂。受灾轻微的（暴雨强度低或菜地仅仅只
是过水、浸泡时间较短），应及时清沟排水，补
施肥料；受灾严重（涝渍时间较长），根系受一
定程度损伤且恢复较困难时一定要喷施动力
2003或灌施根系活力素以恢复根系活力或促
发新根。

三是灾后应及时防治病害。灾后蔬菜容易发
生霜霉病、白粉病或软腐病，应加强防治。

四是中耕培土。表土干后，实施中耕，并适当
培土促进正常发育。

东方 临高 澄迈

澄迈消防联合民警在雨中背、扶、抱，安全转移被困群
众36人。

通讯员 陈焕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