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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超强台风“利奇马”携风雨之威
肆虐甬城，我市各地不同程度受到
影响。

风雨无情人有情！党员干部冲
锋在前、全力救援的同时，万千群众
纷纷奋起自救，守望相助，奉献爱
心，在台风面前再一次擦亮了“爱心
宁波”的城市底色。

自发当起义务排水工

昨天上午 10 时许，网友“爱吃
肉的太阳”在微博上写了一桩暖心
事：台风肆虐，镇海庄市街道汉塘路
由于下水道被树叶堵住导致积水。
一名跑步的男子经过时，徒手扒开
树叶，一共清理了 4个下水道，路面
的积水很快就没了。“最美的跑步
者，即使风大雨大也挡不住你的魅
力！”这名网友的赞扬，顿时引发了
大家的共鸣。

记者了解到，这名热心男子姓
何，是一名跑步爱好者，平时几乎风
雨无阻。昨天早上，他吃完早饭后趁
着风小，下楼去跑步。“途中，我看到
很多路段积水是因为雨水栅被树叶
堵住，索性跑跑停停，看到被堵的雨
水栅就蹲下来清理一把。”何先生
说。

跑到中官路时，何先生浑身已
经被雨打湿。他又蹚着混浊的积水，
把机动车道的雨水井也“通”了个
遍。“我还捡到两块车牌，立即联系
了相关部门。”得知自己清理下水道

树叶的事被网友发至微博，何先生
打趣道：“一不小心变成了‘最美跑
步者’，被雨淋成落汤鸡也开心啦！”

与何先生“心有灵犀”的，还有
新奉化人翁豪。他刚来奉化 3 个多
月，目前在岳林街道一家超市上
班。

从前晚 10时后，岳林街道天峰
路与中山东路交叉口开始出现积
水，到昨天早上 5时半左右，水已没
至膝盖，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当晚，翁豪正值夜班，他多次蹚
水出去查看路面积水情况。“我试着
把下水道撬开，看看水能否下去。”
他找来一把铁钩，独自冒雨在路边
疏通下水道。

因为风大，路口放置的禁止通
行指示牌被多次吹倒，过往车辆一
不注意就会往大水里开，易导致熄
火。后来，翁豪还冒雨在路口指挥，
示意过往车辆绕行。他身穿的一袭
绿衣成了奉城一道美丽的风景！

守望相助守护家园

“我家阳台从未进过水，这次不
知咋回事，竟然积起了约 20厘米深
的水。”昨天清晨 6 时，家住江北白
沙街道白沙社区砖桥巷三楼的独居
老人屠奶奶“望洋兴叹”。与她相同
遭遇的，还有邻居陈师傅。社区人员
赶到现场后，一时也束手无策。

三楼外窗平台上有根落水管，
是不是它惹的祸？住在楼下的热心
居民张福林虽然家里没进水，却主
动找来一把梯子，爬上平台仔细检

查，发现连夜大雨将杂物冲到了落
水管口，导致堵塞后水倒灌进三楼。

张福林二话不说，拿起杆子冒
雨将杂物清理干净，自己的大脚趾
也不慎擦伤了。管道疏通后，陈师傅
和屠奶奶家的积水一下子就排出去
了。“多亏了老张，他太热心了！”屠
奶奶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

大家的家园共同守护。昨天下
午 4 时半左右，余姚阳明街道方桥
村村民施岳标发现芦家桥头出现约
3 米的缺口，落差 1 米多，水位迅速
上涨。他当即通过微信群告知村委
会险情，并积极联系村民携带工具
赶来。

听闻消息后，越来越多的村民
加入到封堵抢险的队伍中来，不少
路过的人也积极参与其中。退伍军
人魏炬斌刚从城北下班回到家，闻
讯径直冲向芦家桥头。

村民们齐心协力倾尽 5 车黄
沙，用 600多袋沙袋封堵，终于成功

“补好”缺口，防止大水倒灌进来。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真是太感谢了！要不是顾大哥
和一群热心人帮助，我的命就没
了。”回想起昨天落水的惊险一幕，
大榭东岙村 15 岁少年小顾心有余
悸。

昨天下午 1 时，小顾见风雨渐
止，撑伞出门。突然，一阵狂风将他
连人带伞吹进了村溪里。当时水流
湍急，小顾很快被冲出 200多米远，
连头都抬不起，只能大喊救命。

26岁的村民顾凯敏听到呼救声
后，赶紧跑到溪边查看。由于水流
太急，无法下去救人，他只得在岸
上一边追着被冲走的小顾奔跑，一
边喊他设法抓住旁边的岩石自救。
奈何岩石太滑，小顾几次尝试均未
成功。

眼看孩子快被冲到下游一条大
河中，顾凯敏情急之下找到了一根
晾衣杆，赶紧伸过去让小顾抓住。此
时，距离河口仅剩2米。

但小顾已在水流冲击下脱力，
顾凯敏无法将他从水中救起来。幸
好，有 4 名热心人路过。风雨中，大
家齐心协力地将小顾救上了岸。

在抢险救援中，处处可见志愿
者这群最美丽的人。“我们有 5 辆
车正在救援，今天一共救援了 20
多辆车。”昨天下午，记者与宁波高
新区酷越应急救援队负责人张领
取得联系时，他仍在救援路上。

酷越应急救援队由 20 多名车
主组成，均是一批硬派越野车爱好
者。他们主要利用越野车涉水能力
强的功能，把一些蹚水“趴窝”的车
辆拖出来。救援队车上配有拖车绳、
拖车钩、打电线、急救包、绞盘等工
具。

“这次台风来之前，队员们就提
前做好了准备，并与相关部门取得
联系，哪儿有险情，我们就赶到哪儿
救援。”张领说，昨天早上 8时，院士
路皇冠花园旁边有辆轿车被困在
70多厘米深的水中，他花了一小时
终于把车拖了出来，当时已浑身湿
透……

总有暖意在心头
——我市群众抢险救灾守望相助侧记

昨日早上，海曙区鼓楼街道文
昌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利
用橡皮艇解救文昌街 76 号被困居
民，同时往独居老人家里输送食
物。该地积水一度达到50厘米深。

（刘波 张烨 摄）

通讯员 陈 红 金添盛
记者 厉晓杭

“大家辛苦啦，这是我们自
己做的包子，有肉包，也有菜
包 。 自 己 选 ！” 前 天 晚 上 9 时
多，家住北仑区新碶街道玉兰社
区的“送粥奶奶”陈杏娣和几名
国际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端着
亲手做的热包子来到了玉兰社区
岷山学校避灾点。

据悉，该避灾点安置近 200
名建筑工人。“建筑工人每天与
钢筋、混凝土、砖瓦为伴，挥汗
如雨，为我们的城市建设添砖加
瓦。这么大的风雨，他们出去吃
饭都不方便。我就想给来这里避
灾的民工们做点吃的，于是找几
名队员商量了一下，觉得做包子

又垫饥又可口。”陈杏娣说。
因为工作量大，大家担心“送

粥奶奶”一个人忙不过来，队伍里
的 10 多名志愿者主动投入了做包
子的“战斗”中。揉面、擀皮、包
馅……忙碌了 6个多小时，一个个
热腾腾的包子新鲜出炉了，陈杏娣
和志愿者们将 200多个包子装进了
保鲜袋。

“宁波不愧是爱心城市，谢谢
你们！”建筑工人们一边吃着包
子，一边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

来送包子的时候，志愿者们发
现避灾点里有一名 5 个月大的宝
宝，宝宝的妈妈和爸爸来避灾点比
较匆忙，没有带衣服，也没有带玩
具。志愿者小贺便从家里拿来了玩
具送给小宝宝，还有志愿者主动为
宝宝买了新衣服、脸盆和毛巾。

有人送包子、有人送玩具、有人送衣服

避灾点里温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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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①】模特队成员
张锦一度沮丧地觉得，进了敬老
院就变成了“等吃、等睡、等死”的

“三等”老人，但这里多姿多彩的
生活让她绽开了笑颜。“正像一句
歌词唱的，‘如今我们虽然已是风
霜满面，而岁月留下的却是七彩
斑斓’。”张锦说。

如今，老人们在这里心情舒
畅、生活无忧。在原有医务室基础
上，敬老院近年来还与北京大学
航天中心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医养
结合示范养老院，开通了急诊绿
色通道，建立专家定期义诊、巡
诊、坐诊服务机制，并逐步同医院
信息系统实现终端对接。

“头疼脑热医务室就看了，去
医院还可以走绿色通道，真是方
便多了。”张锦乐呵呵地说。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
生活，敬老院还建立了银龄书院，
为千岁合唱团、舞蹈队聘请了专
业教师，《夕阳红》月刊也进行了
改版，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展示才
艺、学习交流平台。

【记者手记】
民生无小事，养老服务更无

小事。
“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关系

2亿多老年人口特别是 4000多万
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也关系他们子女工作生活，是涉
及人民生活质量的大事。”习近平
总书记这样强调。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尽快在养老院服务质量上有
明显改善，从 2017 年初开始，民
政部等 6部门在全国开展养老院
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拟通过
4 年时间，实现养老院服务质量
总体水平显著提升。两年多来，专
项行动已在全国各地支持和督促
养老机构持续整治了 36 万处服
务隐患，全国养老院普遍存在的
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和集中处
置。

既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形
成长久机制。近年来，《养老机构
管理办法》等规章先后出台，《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国
家标准也陆续公布，老年人在机
构养老享受到的服务，正朝着规
范化、标准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故事二】服务居家老人，社
区大有可为

炎炎盛夏，福州鼓楼区军门
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凉爽
宜人。86 岁高龄的社区居民刘建
国和 84岁的老伴，几乎每天一早
就会来这里“报到”。

“孩子在国外忙工作，一年才
回来几次。这里干净舒适，有丰富
的午餐和专业的护理人员，每月
伙食费 700元，午休都有床铺，真
是太贴心了。我们老两口现在一
待就是一天。”刘建国说。

2014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调研。他说，现在是老年
社会，养老服务工作越来越重要。
并叮嘱工作人员“好好干”。

在我国的养老服务格局中，
社区养老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很多地方推行的“9064”养老服
务格局中，90%的老年人为居家
养老、6%在社区养老、4%到养老
服务机构集中养老，这其中，社区
还发挥着为居家老人供餐、医疗
保健等重要职能。

过去几年，军门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不仅
扩大了服务面积，还实现了 24小
时为社区老人服务。2017 年成立
的托老所，配备 5 名专兼职助老
员，接纳 60岁以上空巢、独居、孤
寡老人，提供多项服务，每天还安
排医生免费接诊。

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
林丹说：“为社区的老人服务是我
们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施展才

干的平台。要通过我们持续的努力，
让这里成为老人们温馨的‘自己
家’，让老人感到所有工作人员都是

‘自家人’。”
【记者手记】
社区连着千万家，为老服务显

关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

书记关心关怀下，我国在社区养老
和开展社区为老服务方面推出了一
系列惠民举措，开展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着力满足绝大多
数有需求的老年人在家或社区享受
养老服务的愿望。

到 2018年底，我国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覆盖全部城镇社区和50%以
上的农村社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吃不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
伴，在千千万万的社区为老服务场
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安享“住
在自家、活在社区”的幸福晚年。

【故事三】服务多元化，社会力
量大

临近正午，兰州市城关区红山
根东路街边的一家虚拟养老院餐厅
食客盈门，其中有不少老年人。

这家名为鸿瑞园的虚拟养老院
餐厅每天接待 200 多位老人就餐，
被称作“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201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曾在这里详细了解虚拟养老院的
运行情况，还为这里的老年人端上
热气腾腾的饭菜，向他们拜年。

像往日一样，74 岁的兰州市民
邓惟贤午饭时间来到了这里。进门、
打卡、出票，他熟练地完成操作，粉
条、鱼块、土豆丝、油麦菜、番茄炒蛋
外加一份白米饭，他只需付8元钱。

“多亏了总书记的关心，多亏了
政府的好政策，让我这个午饭没着
落的老头子沾了光。”邓惟贤退休在
家，子女上班白天无法照顾他，他就
把这里当成了固定的午餐食堂，“这
儿环境好，卫生干净，一年四季供应
适合老年人口味的饭菜。”

2009 年，兰州城关区创建由政
府主导、企业加盟、市场运作、社会
参与的虚拟养老院，老年人通过客
服电话说明需求，指挥中心就会通
过网络给就近的加盟企业派单为老
人服务，虚拟养老院根据对各加盟
企业的考核结果核拨政府补贴。

鸿瑞园虚拟养老院餐厅成为第
一批线下实体店。如今，这里除了为
老人供餐，还提供医养融合、日间照
料、文化娱乐、保健按摩等多项服
务。一些老年人组成古典艺术班，把
这里当成了每天的排练场所。

目前，城关区虚拟养老院的加
盟企业已有 126 家，为老服务项目
扩展为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
藉、紧急援助四大类 150余项服务，
全区有12万余名老人注册入院。

“从上街买菜到洗衣做饭，从打
扫卫生到按摩陪护，为老人们提供
的一系列个性化服务，满足了老年
人居家养老的需求，也解决了子女
没时间没条件照护老人的困扰。”城
关区虚拟养老院院长秦田田说。

【记者手记】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拓展服务

能力，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老年

群体数量庞大，老年人用品和服务
需求巨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
展空间十分广阔。

近年来，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和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
展，不断降低制度性准入门槛，从规
划建设、购买服务、土地供应、税费
优惠、补贴支持等方面对民间资本
参与养老服务业予以鼓励和扶持，
养老服务的供给和水平不断提升。
不久前出台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
发展的意见》，推出了 28 条具体政
策举措，打通“堵点”消除“痛点”，进
一步推动这项事业发展健全。

【紧接第 1版②】已处理 8 处，仍有
64处在采取强排措施。台风造成鄞
州东吴镇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倒塌
房屋 51 间，损毁 138 间，截至发稿
时，仍在处理中，人员已全部转移。
鄞州五乡镇山洪地质灾害已处置完
毕。

截至昨日 18时，全市大中型水
库超汛限水位的有23座，小一、小二

（重要）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 68座。
32 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为 11.26 亿
立方米，占控制蓄水量的 111.9％，
其中“五大水库”蓄水量为5.25亿立
方米，占控制蓄水量的 118.1％，全

市主要江河控制站超警的有40个。
市防指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继续扎实开展防台救灾工作，努
力把台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
度。进一步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回流
管理，台风警报解除前，转移人员坚
决不撤回。根据全省统一部署，杜绝

渔船擅自出海。加快城市内涝积水
抢排和电力、通信、交通等“抢通”工
作，以及灾后防疫和恢复生产等工
作。同时，扎实做好重点水库、河网、
海塘、江堤、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区位
的巡查监测，发现险情及时排除，防
止发生次生灾害。

【紧接第 1版③】 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迅速组织群众搞好灾后环境卫
生，全面彻底清理受洪水淹泡区域
的垃圾、污泥和死亡畜禽，全方位进
行卫生防疫消毒，不留盲区、不留死
角。排查治理地质灾害、山洪、危房

等安全风险，加强排查，及时治理，
确保万无一失。工厂、建筑工地、景
区景点等，在台风过后恢复生产前，
务必开展安全生产全面自查，确保
复工复产安全。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特别是

广大领导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把恢复灾后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基层、深入受灾群众、深入
抢修一线，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开

展好“三服务”活动。要强化正面宣
传引导，全方位、多渠道宣传防台救
灾的先进事迹和先进典型，提振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激励干
部群众增强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的信
心，努力夺取防台救灾的全面胜利。

【上接第1版④】墙弄村地处姜
山镇的西北面，地势较低，遇台风
时，临河民房常常进水。

“这里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
方，最好转移到马路对面学校内的
安置点去。”“要是家里进水，随时
打电话给我，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这样的话，翁阳明反反复复讲了不
知多少遍。

通知完最后一户村民后，晚上
6 时，他和几位村干部在办公室吃
了份快餐。此时，雨越下越大，翁阳
明便又急急向低洼地赶去。

“我们鞋里都能‘养鱼’了。我以
为书记是回家换衣服，没想到是去
看石奶奶。”陈建儿口中的石奶奶，
名叫石世菊，今年 83 岁，是村里的
独居老人。

2013 年台风来袭时，石世菊家
被水淹了，翁阳明蹚着齐腰深的水
硬是把老人背到 500多米外的安置
点。这一次，他看到老人被女儿接
走，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夜里 9 时，雨更大，风更猛，疲
倦的翁阳明在村委会坐镇，其他人

再去村里低洼地段巡查。夜里 10
时，他们再一次碰头交流情况。

“沿河的 60 户租客都通知过
了，让他们尽快转移，可有些人还是
不愿意离开。”听完陈建儿的汇报
后，翁阳明不放心，拉着他又出了
门。从村委会出发，沿着西漕河、墙
弄街、九房弄、五房弄，翁阳明和陈
建儿挨家挨户敲门提醒注意安全，
并帮两户家中积水的外来务工人员
成功转移。

晚上 11时，巡查回来后的翁阳
明，刚坐下就说身体不舒服，要先歇
一会儿。这时，电话突然响起。电话
那头，有村民说“老房子塌了”，翁阳
明心头一急，勉强起了起身，说身体
很难受，让陈忠孝和陈建儿去现场
看看。

当陈忠孝和陈建儿刚处理完
老房子倒塌的事情，听说翁阳明病
情严重，小跑回到村委会办公室，
看到翁阳明无力地坐在地上，虽有
意识，但身体已无法自控。旁边的
茶几面已破碎，水杯、文件散落一
地。

关心老人和弱者“粗中有细”
村民为这样的好书记点赞

翁阳明突发脑出血，墙弄村的
村民都很难过。昨天上午，记者在村
委会采访时，陈忠孝的手机响个不
停，不少村民打电话来询问，希望去
医院看望翁书记。

“他昨天半夜还敲门提醒我们注
意安全呢。”听说翁书记得病，租户张
爱仙满是焦急，“书记人交关好，给村
里谋福利，特别照顾老年人。”

村民杜锡尧说：“夜里 10 时 30
分，翁书记他们来敲门，提醒我注
意安全，还说如果积水多起来，要
尽快转移到安置点。”听了书记的
意见后，他马上收拾东西。到了夜
里 11 时，老房子的一面墙就塌了。

“要不是书记及时提醒，后果不堪
设想。”

翁阳明 2012 年开始担任墙弄
村党支部书记，担任书记后，他将自
己原来经营的废品回收公司交给朋
友管理，全身心投入村里的工作。为

了方便巡查，翁阳明特地买了辆电
动自行车。“他做事粗中有细。”俞妙
波说，村里老会计年近八旬，每逢节
假日翁阳明便自掏腰包上门探望；
有老人提出没有休闲活动的场地，
翁阳明积极向镇里争取，把姜山镇
卫生院旧址改造成文化礼堂，一楼
全部留给了老人。

昨天，受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
郑栅洁委托，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钟关华专程到医院探望慰问翁阳
明：“得知你病倒在防台一线，正在
市防指部署防台的郑栅洁书记特意
委托我来看望，请你安心治疗休息！
连续 20 多个小时在防台一线奔波
劳碌，你辛苦啦！”

“病人早上 9 时的复查 CT 显
示，脑部出血没有增加，这是个好消
息。”明州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于雷说，翁阳明发病才 10 小时，判
断病情是否稳定需要观察 24小时。
了解到翁阳明的病情后，钟关华叮
嘱，翁阳明是我市防台一线涌现的
优秀党员干部，卫健部门要组织力
量全力会诊救治。

橡皮艇
助居民吃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