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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舍小家为大家——

“书记帮”，带头冲在
第一线

书记就是方向！基层党组织书
记始终冲在灾情最重、抗灾最困难
的地方，顽强拼搏，做带领广大群众
抗洪救灾的“主心骨”。

受“利奇马”的影响，昨天，鄞
州首南街道桃江村部分村民的房
屋受到雨水倒灌。桃江村村委会主
任、退伍军人张明亮带伤坚守在第
一线。

两个多月前，他的右手在一次
救火行动中不小心受了伤，在医院
进行手术后便立即回到村里投入工
作，未休过一天病假。

叶金祥是桃江村的五保户老
人，前晚就在张明亮的劝说下，提前
住进了临时安置点。但昨天一早，老
人一起床非要回家，张明亮得知情
况，蹚着 1 米多深的水继续去做老
人家的思想工作。

此时，张明亮已两天一夜未合
眼了。从前天抗台开始，他未进过家
门。正如他妻子所说：“你真是舍小
家为大家啊！”

前天，余姚大岚镇阴地龙潭村
水溢出桥顶。23 时 08 分，水位在数
十分钟内迅速上涨，高出桥面 10厘
米左右，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
到威胁，险情十分危急。在村党支部
书记王永良的带领下，村里临时成
立由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村干部
等组成的排障小分队，迅速加高引
水沙袋挡墙。

台风登陆后，小分队持续作战，
对村周边的吊阴公路、阴潭线 5 处

塌方及堵水段及时进行疏通引流。
王永良自豪地说：“这么大的台风，
我们村没有人员受伤，通村公路也
畅通。”

“这里不能过了，电线掉在地
上，有电，绕一下！不要过来了！”昨
天上午 9 时多，宁海长街镇浦东村
风雨交加，地上满是树叶和小树枝。
村民代表应绒叶和几名村干部蹲守
在浦东村村道上，大声呼喊。62 岁
的村干部陈荣吉刚才还在这里清
障，却被刮落的树枝压倒，在送往医
院前，他嘱咐大家，一定要把路段清
理好。

主治医生说，陈荣吉的腰 2 椎
体爆裂性骨折、神经损伤，若位置稍
微上一点或者下一点，就可能瘫痪
了。手术后需要修养四五个月。除了
腰椎，陈荣吉的右脚踝也骨折了，脚
踝处高高肿起。村里有事，村干部就
得上！虽然此次在抢险过程中受了
伤，但陈荣吉说：“不后悔，不能辜负
大家的信任！”

在镇海，澥浦镇觉渡村党总支
书记郑云左脚受伤打着绷带，强忍
着伤痛拄着拐到村委会布置防台抗
台工作。因雨天地湿路滑，他一不小
心摔倒在地，导致手术后还未痊愈
的左脚后跟跟腱伤口撕裂，流血不
止。

简单处理后，他又继续听村干
部汇报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商定村
民安置和备灾物资的准备工作。

连轴转不停歇——

“突击队”，奋力抢险
解危难

攻坚处处见党员。灾情一发生，
各专业部门闻风而动、迅速集结，

“变身”突击队，赶赴灾害现场开展

抢险救灾。
负责常洪隧道防台工作的党员

胡建军，已不记得 3 天来自己究竟
巡查了多少趟。从 8日开始到昨天，
胡建军只睡了4个小时。

作为世纪大道的交通要道，常
洪隧道台风期间的交通情况格外重
要。最让胡建军担心的，是常洪隧道
出入口处的路林市场和煤场的情
况。前天下午 3时半，骤然变大的暴
雨将浅眠的他惊醒。一会儿工夫，从
高位顺势流到路林市场和煤场的积
水面积便超过了 500 平方米，原本
两三个小时一次的巡查瞬间缩短至
无间断巡查。胡建军说：“雨势随时
可能变大，为了保障道路通畅，我们
必须时刻紧绷神经，第一时间对积
水进行强排，以缓解隧道内水泵的
压力。”

昨天早上8时，宁波地铁1号线
宝幢区域副站长曲民悦正在邬隘站
组织当班站务人员排水。这时，他接
到消息：大碶站站外河水暴涨，随时
有倒灌车站的可能。此时，室外大雨
如注，地铁高架段已停运，路面积水
已没过膝盖。

步行前往！作为运营一线人员，
曲民悦立即申请下轨行区，选择从
轨行区徒步前往大碶站。

在路上，曲民悦顶风冒雨边走
边联系相关部门，汇报险情并寻求
排水帮助。到达大碶站时，市政部门
工作人员已经赶到，大马力排水设
备已启用，出入口危机解除。直到昨
天下午，轨道交通高架段虽已恢复
运营，但积水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曲
民悦还在处置现场。

在积水严重的洞桥镇，800 余
名党员干部已经连续奋战 30 多个
小时……这些身影中，洞桥镇安监
所党员、镇应急抢险分队负责人胡

刚能的身影显得尤为醒目。
两周前，他刚刚做完会厌囊肿

切除手术，还没结束病假。听到台风
来袭消息后，他主动要求回镇防台，
却被镇领导婉拒。5日，胡刚能偷偷
回到工作岗位做准备。

两天来，胡刚能带领村干部
以及应急小分队队员劝导 200 余
名 群 众 安 全 转 移 。 昨 天 下 午 2
时，长时间没有休息的他听说上
水碶村人员被困、物资告急，果
断放下刚刚拿起的碗筷又冲入洪
水中。面对同事的劝说，他摆摆
手说：“这点伤，还够不上下火线
的标准哩！”

一线就是办公室——

“贴心人”，坚守岗位
护暖民心

群众休息了，党员干部的眼睛
始终要睁着。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放过
任何一个隐患，只有想在前面，才能
出手早、行动快”，这是经历过各种
灾难考验的党员干部总结出来的抗
灾法宝。

在基层，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
“贴心人”坚守岗位，一线就是他们
的办公室。

前天晚上 10 时 40 分，风雨交
加，北仑小港街道党工委委员皮浪
波出发了。刚收到消息，红联社区几
幢老旧居民楼里仍有部分居民未转
移到安置点。

借着手电筒的光，踩着积水，皮
浪波和社区工作人员、辖区民警一
起来到外塘路边的居民楼，摸黑上
楼，一户户敲门：“有没有人在，台风
马上到了，赶紧去社区！”

他们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劝说
着，终于把滞留人员都成功转移了。
回到社区已经是晚上 12时多了。虽
然穿着雨衣雨鞋，但大家浑身上下
全湿了……

前天晚上 11 时，象山县栲树
岭村联村干部邬海滨和两名村干
部到老村探望留守老人。彼时，
留守村民全部转移至村口安置房
里，但年近九旬的童能华因卧病
在床无法转移。联村干部和村干
部结成应急关怀巡查小队，24 小
时定点关注童能华及留守照顾他
的兄弟。“每隔两三个小时，我们
都要爬百余米高的山，到童能华
家里看看。”确定一切安好，他们
才离开。

“一，二，三，拉！再加把劲！”大
风和强降雨让农户很“受伤”，眼看
着马上要成熟的果实被台风摧残，

不少农户只能干着急。
前天下午，北仑大碶街道新和村

党支部书记贝九良收到了一名老年农
户的求助：他 500 平方米的农田积水
面积正在不断扩大，蔬菜大棚也即将
被狂风掀开。

贝九良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志愿者
走到田间地头，帮助老人家加固农田
设施，开通引水渠顺利引流积水，同时
还对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塑料薄膜进
行清理，消除安全隐患。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老人的
农田保住了，经济损失也尽可能降到
了最低程度。“感谢你们，冒着这么大
的风雨来帮我，要是这田毁了，我真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谢谢你们！”老
人激动地说。

面对老旧小区积水多、老年群体
多、困难群体多的现象，鄞州区东胜街
道依托党员联户工作，组建党员先锋
队，为无法出行的孤寡老人开展送餐
服务。很多独居、孤寡老人收到了结对
党员中心户送来的八宝粥、白粥、油
条、菜包、肉包，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
怀和温暖。

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个个感动
的瞬间……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抗
台救灾生力军作用，争当群众可信赖、
可依靠的坚强后盾，用行动奏响风雨
中最美的合唱曲。

风 雨 激 荡 党 旗 红风 雨 激 荡 党 旗 红
——我市党员干部一线抢险救灾纪实

记者 黄 程
宁海县委报道组 蒋 攀
通讯员 葛主铨

从澄深村到黄坛镇区 30 多公
里的路，65 岁的澄深村村民吴菊
芳已经不知走过多少回，昨天早上
这一次是最艰难、最痛苦的。摔伤
骨折疼痛难忍，疾风骤雨路遇塌方
……但因为有镇村干部和热心党员
的陪伴保护，她咬牙挺了过来。

一夜的风雨交加，前夜，宁海
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靠近澄深村的
里大陈站点。昨天早上 8时多，风

雨还在继续，吴菊芳在院子内查看
情况时不慎滑倒摔伤骨折。她丈夫
立马拨通住在城区的儿子余波的电
话，让他进村送医。

邻居跑去村委会求助。联村干
部李珊珊第一时间把情况反映给村
支书张林恩，商量怎么尽快把人送
出去。“通往镇里、城里的路上有
多处塌方，走不了。”听到张林恩
的通话，村主任俞敏军在一旁说。

张林恩带着人赶往吴菊芳家的
路上，余波的电话来了，“我母亲
患有糖尿病，这一摔不知会出什么
事，麻烦你们先去看看，而且她长

期吃药，只能到中医院看。”当
时，余波正以最快的速度往老家
赶，但在榧坑村万年桥处遇塌方无
法前行。

“我们先把人送到塌方点，下
车扶过去，让榧坑村安排接应，我
跟他们村主任熟悉的。”说话间，
俞敏军拨通了榧坑村村主任胡荣奎
的电话。胡荣奎一口答应，并把这
个任务交给了村里的党员胡安青。

由于手部受伤，吴菊芳无法穿
上雨衣，也不能背。张林恩和李珊
珊一人撑伞、一人扶着她小心翼翼
地上了车。车行至塌方点，两人又

搀着吴菊芳下车步行。“这个塌方
点在七里溪附近，风大雨大，路面
上泥沙堆得很高，只能翻过护栏往
硬路肩上绕过去。”李珊珊说。

来接的胡安青已经到了。赶来
的路上，他遇到了多处毛竹倒伏挡
路，幸亏他车里有之前防台留下的
一把柴刀，才得以开路抵达接应
点。看见人到了，他下车帮着扶吴
菊芳上车，然后开车前行。

余波已经在万年桥等着了，可
在两辆车之间，还隔着一处塌方。

“我们扶着吴菊芳从旁边一条小路
步行绕过去，这才把她交到她儿子
手里。”胡安青说。接上母亲，余波急
着送医，匆匆说了几句感谢便走了。

张林恩返回村里后，余波电话
来了，“再次谢谢书记，也替我谢
谢大家！我母亲骨折，已经在医院
住下了。”放下电话，放下一桩心
事，张林恩又带着队伍向地质灾害
点出发了。

三十公里山路的风雨接力
——宁海黄坛党员干部合力护送伤员出山就诊记

记 者 徐展新
通讯员 陈晓敏

台风“利奇马”来袭，大桥封
桥，轮渡停航，象山鹤浦成了风雨
飘摇的“孤岛”，线路故障频频发
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为此，鹤浦供电服务站站长李永军
熬红了双眼。两天一夜，他带着抢
修队员踏遍了鹤浦的每一条线路。

“抓紧时间，准备一下，马上出
发！”这是他最常说的三个词。

李永军是出了名的“电力铁
人”，曾在台风天连续 72个小时奋
战抢修未合眼，也曾连续 60 天没
回过家。既是指挥者，又义无反顾
地肩负起一线抢修骨干的职责。

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受
台风“利奇马”影响，鹤浦各地已
经被狂风骤雨覆盖。这一次，李永
军依旧冲锋在前。

从 9日早晨开始，李永军半天
就接了 135个报修电话，带队逐一
处理了 20 多个故障点，故障原因

五花八门：电杆倾斜、引线断落、
电线短路。一直到 10 日凌晨 2 时，
抢修队员们才带着一身疲惫返回。

然而，台风未歇，抢修工作不
止。“是共产党员就不能退！”“是
电力铁军的也不能退！”抗台小组

动员会议上的铮铮誓言，一直萦绕
在他的脑海里。4个小时的简单休
整后，李永军就又一次“披挂上
阵”了。

当时天空已经蒙蒙亮，周围的
商店均因台风关门停业，李永军本
打算和“战友”们简单吃些泡面，
却意外地收到了当地居民送来的爱
心早餐——热腾腾的馒头和鸡蛋，
搭配咸蛋榨菜，装满了一整个泡沫
箱。他们看到早餐时，送餐人已悄
悄离开。“抢修虽然辛苦，但能得
到老百姓肯定，我们的心里暖暖
的，感觉充满了力量。”李永军感
慨地说。

很快，这支队伍又踏上了台风
天保供电的征程，赶赴小百丈村、
南田村、和平湾等地，一刻不停地
处理电力故障。一路上，李永军又
陆陆续续接了近 400 个报修电话，
耗尽了4个充电宝的全部电量。

抢修工作还在继续。这些风雨
向前行进、向上攀爬的身影，将继
续为万家灯火“保驾护航”。

台风天，为万家灯火“保驾护航”
——记象山鹤浦供电服务站站长李永军

记 者 张 燕
通讯员 余明霞 冯 叶

暴雨、塌方、泥石流、山体滑
坡、毛竹倒拔……超强台风“利奇
马”造成宁波多条公路积水、阻
断。高速公路封道，海上大桥禁
行，甬临线、盛宁线、象西线等通
往地方道路的主干道多封道或阻
断，细北线、三海线、庄浦线、陈
桥线……几乎各区县 （市） 的农村
公路都有不同程度的阻断。

从前天开始，我市公路部门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迅速投入到道路
清障、抢修之中。“一方面通过路
网中心及时发现问题，尽快展开安
全防护，另一方面主动巡线，一旦
发现问题当场解决。”一直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的市公路路网中心有关
负责人陈娜说。

昨天凌晨 1 时 30 分，台风登陆
前。镇海公路段党员朱培勋仍在现
场巡查，他发现甬江隧道镇海口多
棵大型银杏树被风吹倒，横卧在路
面，影响来往车辆通行。朱培勋与同
事们立即开展抢通工作，“一，二，三
……”几个人凭着吼声借力移树，那
声音似与呼啸的台风抗衡。

前天晚上，甬莞高速因台风封
路，象山港大桥连接线角洞岙隧道

（桩号K9+830） 洞顶左侧因土质边
坡含水量饱和造成滑塌现象，左右
洞口均有土石滑塌，其中右洞口情
况较为严重，泥石流堵塞一二车道
及硬路肩，截至昨天8时10分，预
计滑塌土方 2000 立方米。记者发
现，泥石流从隧道口冲到了隧道
里，平均高度有 2.5 米，占据了整
个车道及路基，还冲毁了部分高速
公路的钢护栏，且部分下穿的排洪
沟被堵。市交通局、公路局、高
指、交投公司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赶
赴现场。根据专家制定的抢险方
案：展开两个作业面，在隧道口内
外两侧分别进行铲运土石方。由于
雨水未停止，而山体水量已达到饱
和，不能确定是否还会有新的泥石
流下滑，工作人员在塌方段用编制
袋装碎石堆砌形成临时挡墙，防止
边坡二次滑塌。目前，隧道已恢复
通行。

昨天，全市公路“三防”应急
抢险共投入抢险人员 5520 人次，
出 动 抢 险 设 备 211 台 套 ， 巡 线
5万多公里，抢通37个路段，尽最
大力量保障通畅。

党员干部冲在前
全力以赴保畅通
交通人巡线5万多公里，抢通37个路段

李永军 （左一） 带队抢修线路。 （董玉燕 徐展新 摄）

昨天上午，G1523甬莞高速角洞岙隧道（宁波往台州方向）洞口滑坡，道
路养护部门迅速调运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设备进行抢修。 （徐能 摄）

雨情就是号角，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战场。
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甬城，成为近 70年来登陆浙江的第三强台风，对我市各地造成严

重影响。
以担当显初心，以奋战践使命。在大灾大难面前，全市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广大基层

党员干部不畏艰难、冲在一线、连续作战，把抢险救灾第一线作为主题教育的实践场。
在这场“大考”面前，党员干部凝聚起强大战斗力，筑起一道冲不垮的“防洪堤”，彰显了

使命与担当。

从昨天凌晨5时起，宁海县住建局组织150余名抢险人员赶赴跃龙街道上园村抢铺沙包，防止洪水给上园村带
来更大的危害。 （顾光辉 严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