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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雨量加大，堤坝出现缺
口！出现地质灾害，必须紧急转移
群众！”“路上积水过高，路过车辆
存在‘趴窝’风险！有些重病患者
被困，必须赶紧送往医院！”

连日来，随着超强台风“利奇马”
在我市肆虐，狂风骤雨，险情不断，群
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威胁。

谁为甬城撑起平安“保护伞”？
谁来筑起抢险救灾“钢铁长城”？部
队官兵、公安干警站了出来，逆着狂
风，冒着暴雨，顶住压力，他们站在
离危险最近的地方。

风雨同舟，手心相连。军警民
携手接力，谱写出一曲曲众志成城
的动人赞歌。

风雨中，他们是“最美逆行者”
——军警民携手接力，筑起抢险救灾“钢铁长城”

黄色而冰凉的水，漫过了脚
踝，漫过了膝盖，漫过了大腿，正
在以看得见的速度不断上涨。

鄞州区五乡镇沙堰村 600多名
村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外面被水
淹的车辆、房屋，却被 1米多深的
洪水困在了家中，寸步难行。

昨日 6点左右，他们等来了武
警、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带着
皮划艇等设备前来驰援，和镇村干
部一道奋战一线。

在一处救援点，12 名被困人
员中有 4名儿童。就在救援队员接
近被困人员时，突然刮起一阵旋
风，水流瞬间形成涡流，并且十分
湍急，给救援带来了难度。

拉起一条长长的绳索，救援人
员快速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拉到对
岸。在营救第二名被困人员时，洪
水更加湍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慰着
村民，一边接力将被困人员安全救
到岸边。

连日来在灾情严重的鄞州，不
仅有地方部队、武警支队、公安民
警，还有甬安救援、天合救援、蓝
海救援等民间救援队伍，在抗灾救
灾的第一线积极参与救灾，协助转
移受困群众。

一方受灾，八方支援。在灾情
面前，在险情面前，为了群众生命
财产的安全，必须和时间赛跑。

风雨如骤，江浪翻滚。昨日 6
时许，余姚陆埠镇村干部来到官路
沿村东江沿段巡查时，发现姚江堤
坝防浪墙上有水渗漏，地面也有水
渗上来：“不好，有险情！”

一支近百人的“铁军”队伍第
一时间赶到一线，领导干部身先士
卒，民兵队员奋勇当先，党员群众

自发上阵，扛沙袋、堵漏洞，全力
保证姚江堤坝安全。

出现险情的堤坝约有 600 米
长，江水正在不断地渗漏进来。余
姚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张晓宇率
领 20名民兵赶到现场：“姚江堤坝
守护的是周边 2万多名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堤坝安全高于一切，险
情就是作战命令！”

风雨之中，一场护坝突击战就
此打响。陆埠镇政府紧急调用了 5
辆工程运输车，装来了早已准备好
的 2000 只沙袋，不够了，又现场
抢装。附近一些村民见状也开着自
家的皮卡车、拖拉机，投入装运沙
袋的队伍。官路沿村有几位老党员
更是不顾年事已高，自告奋勇地加
入护坝的行列中。

经 过 近 10 个 小 时 的 紧 张 抢
险，累计堆放沙袋 7000 余只，众
人在江边筑起了一道 1.5 米多高的
防护墙，漏洞全部堵住了，堤坝安
全了！

“我们是和台风比速度的人。
只有快一点，再快一点，才能赶在
灾害发生之前守住人民群众的安
全！”象山县贤庠镇武装部副部长
张日良说。

前日下午，其所在镇的西泽码
头至珠溪村长约 9.3 公里一线海
塘，出现了 12 处沉陷缺口。如果
没有被紧急修补好，海墩村、民洋
村、青莱村等周边村庄及企业极有
可能被淹。

装载、运输、填补……海塘
上，民兵们扛着 5公斤左右的沙袋
疾步来回运送。经过 3个小时的奋
战，填装沙袋 500余袋，顺利完成
了缺口封堵工作。

抢险，与时间赛跑

“危险在哪，我们就在哪，老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最重要！”经
过连续 25 小时的奋战，海曙公安
分局石碶派出所副所长金伟利的双
手已经被水泡烂了，发白地方还有
一些细细的伤口泛着血丝。

前期排查险情、劝导转移群
众、一线抢险救灾……从 8 月 9 日
中午开始到 10 日中午，金伟利和
30 多名干警驾驶着皮卡车、冲锋
艇，进进出出各个村社不下 200
趟。

昨日凌晨 3点左右，石碶街道

谢家堍村出现了奉化江江水倒灌和
管涌等灾情，导致村庄内积水严
重，水位迅速上升，情况十分紧
急。

连夜，金伟利联合街道、村干
部等开展抢险救灾转移群众工作。
当时水深已及成年男子腰部，警员
蹚着水，挨家挨户到受灾群众家
中，紧急转移60余名受灾群众。

时间紧，任务重，连续作战的
队员手上、身上划开了口子，除了
两名受伤较重的辅警去医院打了破
伤风针，大部分人经过简单处理

救援，与疲劳作战

昨天，一张被网友称为最美的
“抱”照火了。

照片的主人公是北仑巡特警大
队民警严立。当时他接到北仑大碶

派出所增援请求，前往洋河漕救助
被困群众，在齐胸的水中怀抱孩子
艰难前行的画面，被网友拍下来放
到了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转发、

抗台，与温暖同行

记者 黄合 王晓峰

记 者 厉晓杭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 磊
通讯员 毕承启

昨天凌晨 5 点，“利奇马”不
断肆虐。鄞州东吴镇 24 小时内最
大降雨量高达385毫米，有10余处
点位山洪暴发，情况十分凶险。天
童景区灾情尤为严重，洪水肆虐、
道路损毁，电力、通信全部中断。
千年古刹天童寺被洪水穿寺而过，
300余名群众被困。

“凌晨 5 点 30 分左右，大水直
接冲进了寺庙，大家都蒙了。”回
忆起当时场景，被安全转移的张素
英有些后怕。

险情就是命令！昨天早上 8点，
武警宁波支队百余名官兵率先深入
一线搜索救援。然而，山洪导致的泥
石流让通往天童寺的绝大多数道路
被堵。“山上的洪水不断冲下来，官
兵们踩着碎石、树枝，蹚着激流，用
铁铲开辟出了一条路。”武警宁波支
队支队长姚兴敏告诉记者。

昨天早上 10 点，风雨交加，
记者跟随鄞州区人武部百余名民兵
进入天童景区，沿路洪水肆虐、一

片汪洋。景区内昔日的网红银杏
林，面目全非。然而，太白山集雨
面积广，山上的洪水还在不断冲进
景区，救援十分艰难。记者看到，
天童寺内放生池左侧防护栏被冲
毁，湍急的洪水不断涌入寺内，阻
断了通往天童寺的道路。

与此同时，驻地部队、公安、
民兵等更多力量向景区集结。武警
官兵们本想用皮划艇接送群众，可
水流太急，把皮划艇的绳子直接冲
断，营救一度受阻。“景区上游还
有两个小水库，基本蓄满，雨势再
大，万一水库水溢出，被困的群众
太危险！”东吴镇当地干部愁坏
了。大家商议，必须再想办法开辟
一条下山的路。

说干就干，武警、民兵、公安徒
手用大石板在洪水中开辟了一条

“绿色通道”。武警官兵许晨铭感慨：
“半个小时，大家都是徒手堆出来
的，这真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啊！”

截至昨天 12 点，300 余名群众
陆续下山，被转移到景区游客服务
中心，进行暂时安置。游客陈先生
说：“在天童遇上百年一遇的大水，
还好官兵来了，我们终于安全了。”

洪流中，为300名群众
徒手铺出“绿色通道”
——直击天童景区救援现场

后，又继续投入救灾当中。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昨日 18

点，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共投入警力
3.11 万人次，转移群众 12.7 万人
次，转运物资 2232 批次，检查安
全部位和场所 7571 处，排查隐患
2567个。

在抗台救灾的现场，你可以看
到很多顶着黑眼圈、眼睛泛着血丝
的官兵和干警，他们有的从 9日就
进入备战状态，熬了一个大夜，有
的则刚刚从前一个救灾抢险的第一
线赶来，身上还沾着泥土，脸上分
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昨日 7点，有群众发现宁海桑
洲清溪一处堤坝被河水冲出了一个
大口子，而距离口子之外 5米正好
有一处高压变电箱，再远一些就是
居民区，如果任由水流冲刷，沿坝
墙面泥沙若进一步坍塌，就会冲毁
变电箱，甚至危及岸边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接到指令后，桑洲镇应急指挥
部当机立断，紧急调动了 10 名民
兵应急队员，顶着前一天熬夜冒雨

防台的疲惫，火速至现场集结，没
有抱怨也没有推脱，听从现场指挥
安排。

民兵分队小队长王启钰接到指
令后，为尽快完成任务，将 10 名
民兵队员分为 5组，两人抬一只沙
袋，剩下自己与一名党员民兵作为
先锋队，一人一只沙袋，小跑着填
埋缺口。

随着雨量变大，王启钰干脆一
人扛起两只沙袋朝前冲去。其他队
员看到他的猛劲儿，顿时也充满了
干劲，两步并一步地朝着目标攻
坚。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相互传递通
力协作，终于堵住了缺口，保护了
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奔跑在第一线的，不仅有现役
官兵，还有那些“最美退役军人”。

昨日一大早，退役军人、慈溪
市宗汉街道史家村党总支书记史正
军带领 10 多名老兵组成临时抢险
组，迅速投入紧急排水、清除路障
等抢险救灾工作中。“从昨晚开
始，我们一直在村里待命，接到险
情报告随时可以出动。”

点赞。
严立的同事在看到照片的那一

刻，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不
是我感情太脆弱，实在是他的表情
让我瞬间动容，你们不知道他其实
才放下拐没几天，左脚骨折还没痊
愈。”

原来，严立左脚骨折后一直拄
拐上班，刚刚可以不借助拐行走。
虽说自己的左脚并没有痊愈，还不
能完全用力，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
第一时间投身救灾的进程。

昨日 14 点 30 分，严立才终于
吃上了午饭。面对网友的点赞和同
事的表扬，他丝毫没有提及脚伤的
事情，只是不好意思地说：“水中
行进很耗体力，村里进出两趟就感
觉很吃力了，一些群众不理解，劝
说工作很难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
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在人民群众
的急切诉求面前，这些官兵、干警
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挺起了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的
坚强脊梁。

海曙区洞桥卫生院内有 3名被
困人员，其中有 1名患者出血，需
要紧急转移到市区医院。接到报警
后，消防救援大队古林中队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利用橡皮艇将病人从
卫生院安全转移到室外，移交给在
室外等候的医护人员，再由 120送
往就近的鄞江卫生院进行紧急救治
——前后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

面对河水快没过桥梁的情况，
龙观乡派出所教导员吕晓华第一时
间抱起 94 岁的老太太，直奔村委
会避险，随后又一口气抱着老人爬
了三层楼梯，进行安置。考虑到老
人年事已高，打地铺过夜有诸多不
便，在联系老人的儿子后，吕晓华
再次抱起老人，在 23 点 30 分，将
老人送到她儿子家中。“同志！谢
谢 你 啊 ！ 我 老 太 婆 的 命 是 你 救
的！”老人连声道谢。

回想起 9日下午的一幕，退役
军人、慈溪市胜山镇镇前村党总支
书记罗杰还是感觉心头一热。

当天 16 点左右，罗杰来到西
罗家桥查看时，因造桥搭建的临时
围堰拆除施工难度太大，严重影
响了进度。罗杰连雨衣也没穿，
赶紧徒手剪断围堰固定木桩的铁
丝，希望能够让接下来的挖机工作
更加高效。

“你小心点，千万要小心！”
“你这把老虎钳不灵，换这把专门
剪 钢 丝 的 。”“ 我 们 下 来 帮
忙！”……村民们纷纷围过来，有
的站在船上，有的爬到木桩上，加
入剪铁丝的队伍。在挖机到达之
后，村民们又纷纷加入其中，有的
抱、有的挑、有的扛，将挖起的木
桩安置在一旁。

“群众的鼓励和帮忙，让我心
里充满了信心。”罗杰表示，正是
因为军民一心，自己相信再难的情
况也一定能克服！

▲昨天上午，鄞州公安巡特警在五乡镇沙堰村紧急转移村民。

▶▶昨天上昨天上
午午，，余姚大隐余姚大隐
派出所民警在派出所民警在
抢险抢险。。

▶▶ 昨 天 下 午昨 天 下 午 ，，
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市公安局海曙分局
巡特警在风棚碶泵巡特警在风棚碶泵
闸排除障碍闸排除障碍。。

昨天上午昨天上午，，鄞州瞻岐派出所民警冒雨疏通被堵塞的河道鄞州瞻岐派出所民警冒雨疏通被堵塞的河道。。

▲▲昨天上午昨天上午，，鄞州横溪民警鄞州横溪民警
在转移老人在转移老人。。

▲▲前天晚上前天晚上，，象山爵溪派出象山爵溪派出
所民警转移两名受困老人所民警转移两名受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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