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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旋转风
9~11 级，沿海地区 11~13 级，24℃~27℃。
明天大雨部分暴雨，偏南风6~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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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奉化分局特约刊登

本报讯（记者 黄嘉婷 通讯
员 徐小英 李雪）昨天上午，萧王
庙街道境内的四明隧道边坡发生山
体塌方，大量淤泥冲毁沿线交通设
施并导致单幅隧道通行受阻。区公
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迅速出动应急抢
险分队，赶赴现场清理。

发生塌方的边坡位于四明隧道
萧王庙往溪口方向南面，高 30余
米，长约 60 米，面积约 2000 平方
米。受强降雨影响，塌方处持续有
淤泥滑落，隧道内积水严重。

昨天上午 9时许，抢险人员兵
分两路，对该路段实施半幅封闭抢
险。交通设施修复站人员负责拆除
或修复被冲毁公路钢护栏板，机驾
人员负责清理塌方路段淤泥。截至
昨天下午3时，区公路与运输管理中

心已累计出动抢险人员25人，挖掘
机5台，装载机2台，清运车15辆。

抢险期间，雨势越来越猛，塌方
处不断有泥沙滑下，但抢险人员坚持
在淤泥中艰难作业。钢护栏修复组队
长郑秀宏在作业时踩到锥形石块失去
平衡，幸亏队友相助才未跌入泥水中。

“往这边来点，再往上开一点。”
循着声音，记者看到挖掘机旁有一
个背影，娴熟地指挥挖掘机作业。

“雨越来越大，操作挖掘机的同志视
线受阻，我在近旁给他提示，能帮助
他更快完成作业。”现场指挥调度员
缪祥助说。

缪祥助告诉记者，疾风骤雨给
抢险增添不少难度，现场抢险人员
将24小时轮番滚动作业，确保第一
时间恢复道路畅通。

四明隧道边坡塌方

公路部门全力抢通保畅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通讯
员 竺盛涌 汪家桐）“沙袋再摆
整齐，一定要压实压牢……下水道
堵了，我们抓紧去。”自 9月 12日
中午 12时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
Ⅰ级，位于方桥街道的宁波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迅速启动防汛防台保供
应急预案，全力落实抗台保供各项
工作，保证宁波市民“菜篮子”物
丰价稳。

昨天上午 6时，宁波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党团员突击队整装待发，
3个小组 50余人开启全面“战灿
都”模式。历经 8小时连续作战，
突击队完成园区大棚及地下室隐患

排查、下水道清理等任务，顺利解
决沿街店铺硬件设施及外围路网路
障隐患。

宁波农副物流中心通过保供基
地对接和紧急调运，储备蔬菜约
4000吨，可满足宁波及周边地区蔬
菜消费需求，均价维持在每公斤约
2.5元。“我们提前组织经营户，加大
从山东、江苏、云南、甘肃等各地蔬
菜生产基地调运力度来保障供应，
目前价格与前几天相比变化不大，
比较稳定。”该中心蔬菜批发市场业
务部副主任查显明说。在肉禽蛋市
场方面，储备冷冻猪肉和冻禽肉约
3000吨，可保证7天供应需求。

多举措抗击台风“灿都”

宁波“菜篮子”供应价稳量足

本报讯（记者 李婷婷 通讯
员 应国民）台风“灿都”来势汹汹，
风雨大作，村道积水近半米深，若不
及时排水，路旁众多村民家就会遭
殃……江口街道专职消防队紧急出
动抢险力量，赶赴现场排涝救援。

昨天上午 8时 50分许，江口街
道专职消防队队长江孟永接到后胡
村联村干部潘瑞东电话，称他们在
巡逻中发现，江口行政服务中心通
往后胡村委会的道路积水严重，旁
边一排村民落地房地势较低，极易
进水受灾。

江孟永立即带领4名专职消防
队员，迅速跳上消防抢险救援车出
发。抵达现场后发现，积水道路约
百米长，水深近半米。队员们赶紧

下车，用两盘水带连接手抬水泵，
开足马力紧急排水。经过2个多小
时紧张作业，积水下降 20 余厘
米。“雨一直在下，现在没办法排
空积水，我们会指导村民堆放沙
袋、抬高拦水面，防止房屋大面积进
水。”江孟永说。

上午11时许，江孟永再次接到
求援电话：中横村积水严重，急需救
援。救援队一行5人随即转战中横
村。到现场后，发现一排 7间房屋
均已受淹，大量积水涌入村民家院
子及一楼房间。险情就是命令，必
须尽快排除积水，尽可能降低对村
民的影响，江孟永带领队员们又开
始新一轮排涝作业，截至下午 4时
40分许，积水基本排除。

风雨大作，积水严重，房屋进水……

江口专职消防队紧急救援

本报讯（记者 何好斌 马龙
行 通讯员 卓建青）“阿婆，吃中
饭了，今天吃油焖大虾。”昨天中午，
溪口镇公棠村 20余名幸福棠里志
愿者，带上盒饭，冒着风雨，徒步为
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午餐。

昨天中午11时，77岁的张爱琴
已等在家门口，看到志愿者顶风冒
雨送来热饭，步履蹒跚地过来迎接
并连声道谢。“台风天气不能去老年
食堂，这么大风雨让你们特意来送
饭，真是太感谢了。”

接过热腾腾的饭菜，张爱琴赶
紧招呼 81岁的老伴过来吃饭。此

时，志愿者像老熟人一样从厨房取
来筷子，与老人唠家常，并叮嘱台风
天应注意的事项。

“像这样的台风天气，老年人出
门不便，我们也不放心他们过来，就
决定为他们送餐上门。”送餐路上，
村党支部书记俞美仁告诉记者，公
棠村老年食堂于今年 7月开始运
营，共有 37名老人就餐，当天一大
早志愿者就开始忙碌，为老人准备
爱心餐，并分组将饭菜送到老年人
家里，解决老年食堂送餐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难题，当天中午共送出爱
心餐30余份。

台风天老年人就餐遇难题

公棠村志愿者送来爱心午餐

本报讯（记者 许犇）昨天，
区委书记高浩孟在指导部署防台
救灾工作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
坚决落实省市委部署要求，发扬
连续作战精神，迅速进入抢险救
灾状态，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后半
篇文章，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
人、少损失”和“杜绝低级错误”目
标，坚决彻底打赢防御台风“灿
都”攻坚战。

昨天上午，高浩孟先后来到
莼湖街道栖凤码头、桐照码头检
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每到一

处，高浩孟详细了解渔船渔民安全
靠港、海塘安全与各码头防汛防台
情况。得知渔船全部回港、人员全部
上岸后，高浩孟强调，街道干部和村干
部要在基层防汛防台中发挥好作用，
既要不折不扣做好渔船、码头各项防
御措施，进一步加强排查督促，确保台
风警报解除前，没有人员私自上船；也
要关心关爱被转移人员，尤其是孤寡
老人等特殊群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下午，区防指会议召开，视频连
线各镇（街道），听取各地防台及受

灾情况汇报，并对抢险救灾作出具
体部署。

高浩孟指出，虽然台风“灿都”影
响正在减弱，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
能掉以轻心。在这个关键阶段，各地
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带领党员干
部高效有序开展抢险救灾，争取把损
失降到最低，坚决杜绝低级错误。

高浩孟对抢险救灾工作作出四
点部署。一要高度重视排涝工作，
尤其是江口、方桥、西坞等平原地区
要加强巡防巡查，密切关注河道水
位，采取及时有效的排涝措施，尽最

大努力、用最短时间减轻内涝程
度。二要强化转移人员管控，在相
应警报未降级前，被转移人员不得
擅自返回，同时做好服务保障，确保
各避灾安置点安全有序。三要限期
清除城区积水点，强化排涝设施调
度，千方百计加大排水力度，尽快消
除积水区域，保证市民出行。四要
加强值班值守，台风警报尚未降级，
各地各部门仍需提高警惕，严防次
生灾害发生，特别是交警部门要在
各积水点安排人员备勤，落实管控
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高浩孟在指导部署防台救灾工作时强调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
做好防汛防台后半篇文章

昨天下午 1 时许，岳
林街道东江赵家宅弄段因
堤坝较低出现险情。该街
道紧急联系区水投集团，
集结力量加固堤坝与沙袋
加高，两小时后，河段防汛
施工完成。

记者 王红雨
通讯员 吴晓琳

加固堤坝
战台风

记者 李婷婷 俞晖
通讯员 杨琪儿 葛梦园
河道被杂物堵塞，他第一时

间扛起铁耙赶去清理；田间地头
排水不畅，他毫不犹豫挥动铁铲疏
通沟渠；群众不愿撤离，他一次次
上门动员直至人员全部安全转移
……风雨中，这个忙碌的身影，就
是江口街道周村村委会副主任周
时表。

昨天凌晨 4时许，防台防汛
值班一晚没合眼的周时表，又来
到附近河道巡查，“河埠头没有防
洪闸板，担心河水灌进来。”果然，
周村溪坑水位暴涨，水流湍急，上
游杂草、废弃物被冲刷至桥洞口，
导致河道排水不畅。此时，周时
表手上并没有趁手的工具，借着
头上应急灯亮光，他寻来一根长
竹竿，用力地向河中堆积的杂物

捅去，一下、两下……他动作麻利，
很快消除了安全隐患。

上午10时许，朱家堰碶闸附近
出现溢水情况，周时表迅速赶去现
场。“从12日晚开始，我们加大巡河
力度，一旦发现河道堵塞，立即清理
疏通，确保碶闸行洪安全。”周时表
发现树木倒伏在河面，旁边还堆积
着断裂的树枝等杂物，他使劲地用
铁耙扒拉起来，并拖至岸边。经过
他的一番努力，河道畅通了，溢水情
况得到缓解。

“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是个出
了名的‘热心肠’，村里大小事情，村
民有需要，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
来。”联村干部小杨说。

此次台风来袭，周时表第一时间
带队展开排查，指导加固路面指示牌
和树木，拉设警戒线，落实人员做好
地势低洼区域及危旧房农户转移

等。江口街道周村江沿自然村转移
人员时，一些村民不配合，周时表带
领志愿者冒着暴雨挨家挨户动员劝
说，2个小时完成全覆盖走访，同时第
一时间安排好避灾安置点，准备好食
物等各类物资，确保转移安置群众生
活无忧，共转移安置人员200余名。

台风“灿都”来袭，还有众多身
影逆风雨而行,坚守在城市各个角
落。昨天上午10时15分左右，锦屏
街道光明社区庆登桥附近的锦溪河
突然漫灌，河水快速漫过桥面直冲广
南商城。不到20分钟，广南商城南
侧庆登桥路全部被淹没，沿河的十
余家商户进水，积水最深达60厘米。

正在巡逻的光明社区党委书记
罗超芬闻讯跑步赶来，一边向街道
领导报告情况，一边召集微信群里
的社区干部、志愿者赶赴现场。

10时30分，锦溪河水夹带大量
残枝树干倾泻而下，一下子淤塞了
庆登桥桥面，水势进一步上涨，大量

浑黄的河水一下子宣泄而出。面对
突发险情，罗超芬一方面组织社区
干部撤离沿河商户，另一方面向街
道指挥部请求沙包支援，同时拉起
警戒线。眼看桥墩下树干、水草、杂
物越积越多，罗超芬和街道干部一
同跳下湍急的水流中，用手拉、用树
棍捅，顾不上被大雨淋湿的凌乱头
发，奋力清除淤积在桥墩的杂物，确
保锦溪河水流畅通。

20分钟后，第一批沙包和木板
送到现场。罗超芬顾不得休息，马
上和街道干部、社区工作人员投入
新一轮战斗。只见她用双手提起沙
包，蹚着湍急的河水，和抢险队员一
起来来回回20余趟，用木板和沙包
挡住广南商城东门和商户店铺，防
止泛滥的河水进一步漫灌。

11时30分，随着雨势渐小，肆
虐的河水终于慢慢退去，浑身湿透
的罗超芬露出了笑容，她说，现在
放心了。

疾风骤雨中，他们的身影暖人心！

周时表冒雨清理河道周时表冒雨清理河道

罗超芬徒手清淤罗超芬徒手清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