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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爱情
“老头子没赶上这么好的社会”

纪念会现场，头发卷曲、戴一
副圆框眼镜的周福兰环视着四周，
寻找那些熟悉的脸庞。遇到海南本
地的，她嘴里会蹦出一句海南话，
和对方相视一会，便相拥到一起。

为了来赴这场聚会，70岁的周
福兰揣着火车坐票坐了近20个小
时，才从湖南郴州来到海口。“困
了就瞌睡一会，来了看到战友们就
流泪啊。”周福兰说，她想趁着身
体好来看看。其实，周福兰并非团
里的士兵，但海南有着她的青春痕
迹和爱的记忆。

1967年，20岁出头的周福兰
随军居住在陵水。当时环境虽苦，
经常吃酱油拌饭，但海南的山水人
文在这位女子心里烙下了印记。

“像我的海南话就是一个阿婆教我
的。”周福兰激动地说，那是一个
每天都放牛的阿婆，逢到下雨就到
周福兰住处躲雨，开始交流不是很
顺。“我说阿婆你教我讲海南话
吧，阿婆很热心，便热心教我。”
周福兰回忆道。

周福兰在海南待了12年，到
1979年才离开。周福兰还记得，她
和另外几位随军家属，一有空就给
部队里的战士织毛衣，缝衣服缝被
子，还帮这些辛苦的战士洗衣服。
周福兰的丈夫喜欢在休息的时候去
河沟里钓鱼，周福兰也喜欢。“他
去钓鱼，我就跟着他去，他在河

边钓，我们就远远看着，一钓就钓
大半桶鲫鱼，回去每个人分一些，
可开心了。”说到这里，周福兰眼
眶湿润了。“当时环境比较艰苦，
可惜老头子没赶上现在这么好的社
会。”周福兰说，1983年，47岁的
丈夫便因心肌梗塞去世。

在海南的经历，成了周福兰这
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丈夫虽然不在
了，周福兰还是带着对丈夫的追忆
和对战友的怀念来了。

重温生活
“海南变化太大都快认不出了”

10月 27日就要开始故地重游
那些曾经工作的地方了，老战友们
很激动。10月26日晚上，周中生
老人坐在凳子上期盼着第二天的寻
访。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有些感
伤。“都白发苍苍，认不出来了。
当年来当兵时我才20岁，现在65
岁了。”周中生感慨。

周中生驻扎的地方在海南乐
东，雷达在山上，他和战友经常得
从山下背粮食上去。“最难忘记的
是我们的营房。”周中生说，营房
都是茅草盖的，屋顶的茅草是他们
从山上割的，外架是一些角铁架，
墙壁是黄泥敷的。“每次刮台风都
会把我们的茅草刮掉，一刮掉，我
们又得和泥又得编草，得在最短时
间内把茅草房盖起来。台风多时一
年盖两三次啊。”

1975年，流着不舍的泪水离开
海南后，周中生便再也没找到机会

回来过。“经常打开网站看看有没
有海南的新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
些认识的战友。”周中生说，回到
福建后，他在冶炼厂做过工人，做
过公交车司机，一晃眼，就已经到
了老年。“海南变化太大都快认不
出了。”周中生说，他很想念战
友，很想去看看曾经的营房。

原驻琼38332部队第三任政委
马作洪已经86岁了，他也觉得，海
南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他记得，
196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五公
祠附近的茅草房里，老鼠到处跑，

“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我们以
前从陵水到海口，一大早出发到晚
上才到，一路上弄到满身泥。”

令马作洪最为骄傲的是，他曾
参与组织海上雷达连的建立。“任
务很紧的情况下，我们组织好了人
员，我带队送他们到三亚榆林港，
送他们上船。”马作洪说，无论在
什么时候，只要国家有需要，他们
就会挺身而出。

重温学习
被烫伤了住院也要抓紧学习

对于78岁的张达增来说，在海
南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让他从一
个中专生成为了一名雷达维修领域
的专家。“他是个鬼才”、“大学生都
服他这个中专生”，他的战友这样评
价他。“那时真的环境艰苦，一边学
一边工作。”张达增说，雷达一旦出
现故障便执行不了任务，因此雷达
的维修非常重要，他怀着满腔热情

去学习维修技术。他记得，每次
休假回到老家江苏，他都会四处找
专业书来学习，“还有一次，我在维
修时被蒸汽烫伤了脸，在海南住了
院，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医院里
自学完一本《半导体基础》。”摸索
久了，张达增成了修理所所长，有
时雷达出了故障，张达增一个电话
就能搞定。张达增自豪地说，他在
海南18年搞了140多项技术革新，
有4项还受到了全军表扬。

“最难忘的还是战友之间的情
谊。有一回我阑尾发炎，我的战友
用担架担着我。抬了十几公里送我
去医院，及时割掉了阑尾，保住了
我的性命。”张达增说。

张达增1977年离开海南，他
说，那种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是
忘不掉的。

纪念原驻琼38332部队建团五十周年

600名老战友相聚海南
重温军歌里的嘹亮青春

觥筹交错间，65岁的周
中生觉得时间有些恍惚。看
着眼前一个个满头白发的老
战友，他才深刻地意识到时
间的重量。自1975年离开
海南后，他已经有40年没回
海南了。

酒店大堂里，大约600
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老
战友相互打量着彼此，他们
已无法很快认出战友的面
容，但只要一提起数十年前
的往事，往往一拍脑门便豁
然记起。“我们是来重温军歌
里嘹亮的青春的啊。”一位老
战友说。

□南国都市报记者 杨
金运/文 陈卫东/图

小档案
原驻琼38332部队

原驻琼 38332 部队成立于
1964年，为了防止当时帝国主
义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保卫
祖国南部海疆、领土的安全，
发展我国海空力量而在海南组
建该雷达团。驻琼 38332 部队
成立后，积极、有效地遏制住
了敌人的入侵，为守护我国西
沙、南沙等领地、领海做出了
贡献。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 讯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分析研判
认为，我省与广东毗邻，广东省登
革热疫情目前仍处于高发的态势，
广东往来我省的人流和物流频繁，
疫情输入我省的风险依然较大，近
期我省仍可能会出现登革热传染源
和病例的输入，不排除其它地区出
现散发本土病例的可能，但出现大
规模的暴发流行的可能性不大。

截至2014年 10月 27日 0时，
我省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14例，分
别为海口3例，澄迈、三亚、儋州和
琼海各2例，万宁、文昌、昌江各1
例。14例病例均为轻症病例，目前
9例病例已出院，5例病例仍在医院
进行防蚊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从感染来源分析，12例病例为
输入性病例，2例为传染源输入引
发的本地感染病例，这两例都是琼
海市卫生部门通过主动监测和搜索
发现的。经省疾控中心调查分析，
病例发生地为我省最大的虾苗养殖
基地，每天前来运输虾苗的广东、
福建、广西等外来车辆和人员较
多，国庆期间该地区也是外地自驾
游旅客食用海鲜的主要场所，本地
蚊子极易通过叮咬来自广东等疫区
的旅客（未就诊的轻病患者或隐性
感染者）而感染登革热病毒，再通
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人从而引发本
地感染病例的发生。通过主动监测
和搜索及时发现本地病例是我省当
前登革热防控工作的重要策略，琼

海两例传染源输入引发的本地感染
病例的及时发现和调查处置，避免
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扩散，说明我省
的防控策略是科学有效的，目前全
省其它地区无可疑本地感染病例报
告。

琼海两例传染源输入引发的本
地感染病例发生后，省领导高度重
视，要求卫生部门强化工作措施，
坚决防控登革热在我省爆发。省卫
计委立即组织省疾控专家赶赴现场
协调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并迅速采
取了一系列应急处置措施：一是，
琼海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V级
响应，全市实行发热病例日报告和
零报告制度。二是加强防蚊灭蚊工
作，集中力量重点落实长坡的防蚊

灭蚊工作，迅速将媒介密度降至安
全水平，从源头上切断传播途径。
三是严格落实病例的隔离治疗，做
好医院的灭蚊和防护工作。四是进
一步加强可疑病例主动搜索，加强
发热病例的监测和排查。五是进一
步加强全省疫情研判和监测布控，
特别是琼海、文昌、海口、三亚等
重点市县，加强风险分析评估和预
警预测，落实“五早”，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和处置措施。

省卫计委再次呼吁，全省各行
各业及居民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以
防蚊灭蚊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
动，翻盆倒罐，及时处理室内外积
水，装置防蚊纱门纱窗，夜晚休息
睡觉时挂蚊帐，做好自身防护。

海口第三季度火患投诉

消防通道被占用
仍是投诉热点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
者 胡诚勇 通讯员 林宇）据统计，
今年7月1日至9月30日，海口消
防支队共受理火灾隐患举报投诉
71起实地核查处理71起。从投诉
类别看，消防通道被占用和消防
设施设备不符合规范要求依然是
市民投诉举报的热点。

消防通道是事故中逃生与救
援的出入口，如被占用或堵塞，
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里面的人
员难以逃生，外面的车辆和消防
官兵难以进入火场，也给消防官
兵快速扑灭大火、营救被困人员
带来极大的困难。海口消防支队
继续加强消防宣传工作，呼吁全
市人民共同打击消防违法行为，
与消防部门实现共同监督，规范
执法，最大限度消除隐患。

三亚一流浪人员
坠楼身亡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
者 林方岱）27日上午10点多，家
住三亚市老火车站附近的陈先生向
记者反映，一名经常居住在废弃楼
房内的流浪人员突然坠楼身亡。

记者赶到事发地点时，现场周
边已被警方封锁，数名民警正在调
查取证。记者注意到，坠楼地点原
是一所私立学校的教学楼，该校已
经搬迁一年多，两处教学楼因此废
弃已久，据周边居民介绍，里面住
了不少流浪人员。

目击者罗先生告诉记者，事发
时间为上午10点10分左右，当时
他正路过此处，突然听到身后传来
一声巨响，他回来一看，一名中年
男子似乎从楼上摔了下来，浑身是
血，看上去已没有生还迹象。一名
住在周边的居民提到，坠楼男子是
一名流浪汉，经常住在废弃的教学
楼内。现场调查的民警提到，死者
30多岁，身上没看到身份证等证
件。经初步调查，死者是住在这栋
废楼的5楼，暂时可以排除他杀。
针对此事，三亚警方仍在调查。

学生没穿校服上课
被班主任打成淤血

学校：已批评教育涉
事教师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
者王龙风）日前，家住临高的王先生
反映，其孙子因为上学没穿校服去
上课，结果被老师用棍子打伤。临
高县第一思源实验学校校长表示，
当时学生脾气暴躁，班主任做思想
教育工作未果，敲打了学生几下，
校方已批评教育了涉事教师。

王先生介绍，他孙子在临高县
第一思源实验学校上八年级。王先
生称，10月17日下午，他孙子因为
没有穿校服去上课，结果班主任老
师居然就拿起一根棍子，往他孙子
的背上和手臂打去，还打出伤来了。

临高县第一思源实验学校校长
马德军介绍称，学校规定学生必须
穿校服到校，当时班主任看到王先
生的孙子没穿校服上课，便对其进
行思想教育，可该学生却发起了脾
气，班主任教育未果，一气之下才
拿起一根棍子，朝学生的身上敲打
了几下，留下了淤血斑。马校长介
绍，事发后校方和涉事教师也向学
生家长当面道歉，目前学生已照常
在学校上课，学校还对该名班主任
老师进行批评教育，此外还会对该
教师在绩效考评方面做出处理。

我省登革热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战友见面拥抱一个战友见面拥抱一个 还能认出当年的那个战友吗还能认出当年的那个战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