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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马 振 史微未

昨天清晨，象山晓塘乡青山
头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蒋 秋 军 拿 着 工
具，带领村干部、党员再次来到
困难农户许利国的“红美人”柑
橘大棚，帮忙维修受损大棚。“谢
谢大家，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
道该咋办了。”老许禁不住热泪盈
眶。

许利国是青山头村炮台下自
然村村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以前靠打工为生，今年第一次种
了四五亩的“红美人”。10 日凌
晨，“利奇马”过境后，大棚被吹
塌，看着柑橘枝条压折、倾倒，
老许欲哭无泪。

狂风暴雨中，党员干部挺身而
出。10 日清晨，已经在抗台一线
奋战一天一夜的蒋秋军巡查灾情
时，看到老许家柑橘大棚受损的情
况，心里顿时一紧：再不抢救，果
子脱落，老许一年的辛苦就将化为
乌有。

蒋秋军立刻把这一情况发到村
党员微信工作群里。当时，其他村

干部、党员有的在村里巡逻，有的
刚回到村委会想休息一下。一看到
群里消息，大家立马抄起工具，冲
过去帮老许抢修大棚、抢救“红美
人”。

党员黄秀兵的父亲刚去世，他
为操办丧事已经几天几夜没睡觉，
之后又一直工作在抗台最前线。这
次台风中，他自家种的 5亩“红美
人”也倒伏一地，损失严重。接到

蒋秋军电话后，黄秀兵顾不上自家
地里止损，立即赶去帮忙。“老
许，别担心，等新棚子搭好，‘红
美人’还能继续生长。”他拍着许
利国的肩膀宽慰道。

转眼间，自发组建的 20 多人
“红美人”抢救小队集结完毕。大
伙架好梯子，拿出工具，分头行
动：有的爬上爬下，忙着拆除折断
的钢制大棚，有的小心翼翼，慢慢
扶起被吹倒的柑橘树重新固定……
被风雨迷了眼、湿了身，但大家的
干劲丝毫未减。

抢救老许家的“红美人”期
间，蒋秋军的手机响个不停。“你
只知道在外面抗台，家里也要‘抗
台 ’ 啊 ， 一 楼 到 三 楼 都 进 水 了
……”电话接通后，蒋秋军的老母
亲一顿抱怨。

原来，蒋秋军家新房子刚装修
好。由于三楼阳台的水管堵塞，水
倒灌进屋后，从三楼房间一直流到
一楼，家中墙面、地板、电器等全
部被淹，损失非常严重。

“村里灾后生产自救的事还没
有落实好，我不能回家了。”蒋秋
军挂断电话后，继续忙碌起来……

不顾自家新房被淹，帮助村民维修大棚
——象山青山头村党员干部抢险侧记

蒋秋军带领大家抢修老许家的受损大棚。 （戴徐赞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陈子昂） 昨天下午2时40分，我市
驰援临海的消防救援人员返甬，受
到战友们列队迎接。归来的 5名江
北消防员中，有一名叫蒋家伦的消
防员很特殊，因为他的老家就在临
海。他这次“率领”江北救援队奔
赴抢险第一线，合力救下近 50 名
被困群众；而他也上演了现代版的

“过家门而不入”，感动无数战友。
8月10日，临海险情告急！当

晚9时40分，江北消防组建了一支
5人救援队，携带冲锋舟和皮划艇
前往市消防救援支队报到并一起出

征。蒋家伦之所以入选，就是考虑
到他熟悉临海的情况，所以他就成
了“领队”。

次日凌晨 1时左右，他们到达
临海，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工作
中，一夜无眠无休。由于灾区手机
信号极差，蒋家伦从灾害发生后便
与临海的家人失去联系，之后又忙
着救人无暇再次联系。于是就出现
了这样的场景：同在临海，我知道
你住在哪里，你却不知道我已经回
来了。

虽然很担忧家人的情况，但蒋
家伦知道，此时此刻他的首要任务

就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落实上级
分配的任务，救出更多的被困群
众。

8月11日下午，蒋家伦等人接
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到内涝中心区
去解救一名被困老人。穿戴好个人
防护装备后，蒋家伦等人抬着皮划
艇和救援装备再次上路。作为本地
人，他当仁不让地走在最前面，负
责探路、开道。水面和水底仍有大
量的垃圾和阻挡物存在，但这并不
能阻挡他们前进。最终，“安全通
道”打通，他们顺利找到了老人并
将他救出。

就在蒋家伦忙着救人的同时，
另一队来自宁波的消防员也救出了
一名被困妇女，她正是蒋家伦的小
姨。她获救后和消防员一聊，才得知
自己的外甥就在另一处现场。于是，
她请这位消防员转告蒋家伦，他的
家人都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无须担
心，并要他好好感谢这次来临海救
援的战友们。

当晚休息间隙，蒋家伦收到战
友发来的微信。得知这一好消息
后，他几乎喜极而泣，劳累了近
30 个小时的身躯瞬间又充满了力
量……

上演现代版“过家门而不入”，合力救下近50名群众

一名临海籍消防员“率队”驰援老家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张凯凯
通讯员沈） 昨天下午，宁波市
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 《关于

结束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的通
知，决定于当日 14时起，结束防
台风Ⅳ级应急响应。

我市结束防台风Ⅳ级响应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章
友） 记者昨日从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了解到，“利奇马”台风过境期
间，我市共有 7支红十字救援队奔
赴临海救援，截至 11 日晚上 10
时，已解救受困群众 660多人，为
保临海灾区平安贡献了宁波力量。

8月10日下午，得知临海受灾
严重，急需橡皮艇、冲锋舟等救援
力量前往救援，我市正在本地救灾
的红十字救援队中有 7支队伍在没
有休息的情况下，紧急抽调人员支
援临海。截至 11 日晚上 10 时，累
计出动救援队员 68 名、车 20 辆、
冲锋舟等设备21台。

象山红十字蓝豚水上救援队副
大队长盛华清告诉记者，10 日下
午4时53分，他在微信群“浙江省
水救大本营”中看到临海灾情和求
救要求，得知天文高潮位和两栖洪
峰即将叠加的消息后，熟悉水域险
情的他马上在微信群呼叫，号召队
员前去临海救援。下午5时50分左
右，蓝豚水上救援队第一应急临时
小队向临海进发了。晚上8时20分

左右，救援队赶到临海松一村，顾
不上休息马上投入救援。

11日下午5时多，镇海区红十
字海天救援队的队员终于回到家
里。队长蔡浩告诉记者，他们于
11日凌晨2时多到达台州临海。尽
管前期在网上对临海的受灾情况有
所了解，加上之前在数次台风中积
累了一定的救援经验，但是临海的
实际情况还是让队员们触目惊心。
村道被淹没，路上到处是电线杆，
水面上下都密布电线……

为了让更多陷入困境的群众早
点获救，68 名救援队员几十个小
时不眠不休。不能进船只的地方，
他们就背着受灾群众前进；饿了，
就吃点方便面继续救援。因救援艇
较小，队员们只能一趟一趟地运送
群众；艇身被钉子扎破了，队员们
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拉着救援艇前
进。

宁波救援队员的爱心之举感动
了当地居民，他们自发买米做粥、
煮凉茶送给所有的救援人员和刚被
解救出来的群众。

我市7支红十字救援队奔赴临海
解救受困群众660多人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郁诗怡） 各级工会深入灾情严重
地区开展慰问，由诸多一线技术
大咖组成的“劳模工匠技术服务
队 ”， 对 受 灾 企 业 实 施 技 术 驰
援。昨日，市总工会下发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工会发挥组织优
势，组织职工做好灾后自救和重
建工作。

昨日，宁波市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分片走访受灾企业，慰问受
灾职工。10 名市“劳模工匠技术

服务队”队员一同随行，深入受
灾企业解决设备设施因大风水浸
造成电线电路、电器元件的损坏
问题，帮助企业灾后自救和重
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技术服
务队相关业务骨干先后来到宁波
海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宁波京
琼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和企业
一起想办法，减少台风带来的相
关损失。据悉，近日这批技术大
咖还将走进北仑 3 家受灾企业帮
助恢复生产。

“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
分批驰援受灾企业

本报讯 （记者董小芳）“阿
姐，您家里受淹高度为 28 厘米，
符 合 公 共 巨 灾 保 险 理 赔 标 准
……”11 日上午，宁海县前童镇
纪委副书记沈伟江和社会事务科
干部以及中国人寿保险理赔人员
第一时间走访受淹村民，为 25户
农户办理了理赔手续。加强监督
检查，助力灾后重建，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正在积极行动。

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
给宁波多地带来了罕见的强降
水。连日来，全市纪检监察干部
投身第一线，走村入户进企业，
逐一排摸险情，详细检查抗台防
汛救灾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
协助做好群众心理疏导、安全撤
离、安置保障等工作，将监督贯
穿抗台防汛救灾工作始终，以确
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尽快恢复。

在海曙，市纪委主要负责人
和海曙区纪委主要负责人深入一
线，检查指导防台防汛工作情
况，把抗台防汛救灾监督检查工

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在象
山，县纪委监委主动跟进督查监
督，对各级各部门防台抗灾工作
部署、落实措施、干部在岗、值
班值守等情况进行逐一督查；台
风过境后，余姚市纪委监委主要
领导连续奔走，督查指导排险救
灾工作，并带领市纪委下基层抗
台小分队加固堤坝阻挡河水倒
灌；镇海区纪委协同相关部门对
各级各部门应急值守和救灾任务
执行情况等开展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擅离职守、工作不力等人和
事。

灾后重建开展到哪里，执纪
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市纪委要
求，要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防止在灾后重建中出现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倾向，对于玩忽
职守、敷衍应对、责任不落实、
工作不到位等造成严重后果，尤
其是党员干部失职渎职、贪污挪
用救灾款物等违纪行为，将严肃
追究责任。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行动

加强监督检查 助力灾后重建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沈孙
晖 通讯员翟志浩） 刚过去的台
风“利奇马”给甬城市民造成严
重损失——全市 50 万余人受灾，
农林牧渔业直接经济损失达 19.7
亿元。然而，总有人不拿安全当
回事，象山 5 名船主就在台风天
擅自离港出海，最终被行政拘留
6日。

据悉，为了应对来势汹汹的
台风“利奇马”，确保渔船民安
全，象山于 8月 7日晚上 9时启动
防台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在台风
警报未解除前，严禁渔船出海生
产。8月9日，防台应急响应提升
至 Ι级，直到 8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0分才解除。

事情就发生在 8 月 11 日凌晨
4时至上午8时之间。在当地石浦
镇，有 5 艘渔船拒不服从在港避

风的指令，擅自离港出海。台风
警报尚未解除，显然台风余威仍
在，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获悉有
渔船擅自出海后，当地渔政部门
以及港区派出所迅速出警，依法
查扣了这5艘渔船。

经审讯，在这 5 艘渔船中，
两名船主是本地人，两名船主来
自舟山，另一名船主来自福建。
他们告诉民警，之所以不听指令
擅自离港出海，就是想着台风马
上要过去了，海上风浪不会太
大，想抢第一网海鲜。

最终，警方根据 《治安管理
处罚法》 中的条款——“拒不执
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
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情节严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对他
们作出了处罚。

台风天擅自离港出海
5名违法船主被行拘

昨日下午，海曙区市政养护中心施工人员正在甬水桥路修补路面坑
洞。该区市政养护中心自 11日起投入雨后坑洞修复工作，确保道路通
行安全。目前，鄞州大道、机场路、甬水桥路、粮丰街、恒春街等 15
条道路上的123处坑洞修补已经完成。 （刘波 忻之承 摄）

天晴忙补路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冯 叶

“利奇马”给临海带来严重
内涝，应台州市交通局的请求，
宁波市交通局决定组建抢险救灾
队伍驰援临海，经与台州方商定，
急调大功率排水车“龙吸水”（每
小时 1500立方米）前往。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市公路
局副局长周静哉率领宁波路桥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 10人抢险小分队
带着“龙吸水”、油料配件保障车
等从宁波出发，12 时左右抵达临
海市城市防洪管理处，听从当地
指挥开展抢险工作。

抢险地点位于临海市崇和华
城地下车库。由于背靠城市综合
体和住宅小区，车库面积共计2.7
万平方米，是当地中心片区体量
最大的车库。11 日下午，车库内
部的积水深度仍超过 2 米，总积
水量约5.5万立方米。

宁波救援队带着“龙吸水”
抵达时，小区部分车辆已驶离，
还有车主陆续来移车，但到了下
午4时多，路面还有4辆车的车主
联系不上。“龙吸水”根本进不
去。“不能再等了，一起扛吧！”
不知谁吼了一嗓子，队员们直接
人力“搬车”，当地居民见状也纷
纷加入，在大伙齐心协力下，下
午5时半，“龙吸水”正式上岗。

“‘龙吸水’开始作业后，
车 库 水 位 以 平 均 每 小 时 3 厘 米
的速度下降，截至目前，车库积
水深度还有 1.2 米多。”昨天下
午，周静哉告诉记者，伴随着积
水，同时抽上来的还有很多生活
垃圾，救援人员不时要乘皮划艇
进入车库手工清理，以保证机器
正常作业。另外，由于已经连续
作业 20 多个小时，救援队担心

“龙吸水”过热会“罢工”，所以
不敢满负荷运转。预计到今晚，
积水可全部排完。

临海城区最大地下车库
２米多深积水交给宁波“龙吸水”

【紧接第1版①】 王家桥村穆家桥纸
箱厂附近有群众跌倒受伤，要送医；
喇叭口、上水碶村等处有 46 台变压
器发生故障，约 5000 户停电，请解
决；上水碶村 7 号家庭被困，请救
援；卫生院报警，有急重病人需马上
外送，要皮划艇；王家桥村有 10 多
人转移到洞欣桥头，要安置……

这一天一夜，胡刚能和队友们没
有合眼。哪里任务急、困难大，就冲
向哪里。做过手术的喉咙一直疼痛，
胡刚能忍着不说。队友劝他稍微休息
一下，他总是摇头：“没关系，群众
需要帮助。”

这一天一夜，胡刚能和队员们安
全转移了 200余名群众，处置了百余
起突发事件。

10 日晚 10 时，风停雨止，胡刚
能在同事的办公室里沉沉睡去。

“有胡刚能这样的党员干部在，
群众就有了定心丸！”上水碶村党总
支书记杨战伟感叹。

【上接第1版②】 全县 7.2 万
名农牧民，就医要跑到 260 公里
外的那曲、590 公里外的拉萨。
刘琳心情沉重。这时，那曲市委
常委、比如县委书记陈刚找到
他，希望他为比如县的医疗卫生
改革出谋划策。

刘琳开始了大量的调研和论
证。一个多月里，他克服高原反
应，翻越多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
山，跑遍了比如县的乡镇。2017
年 5 月，他起草了以“整合资
源、集约运行”为核心理念的

《比如县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意见》，并在县委常委会
上获得全票通过。

自此，刘琳主导的这场医疗
改革在藏北高原大刀阔斧地展开
了。改革的关键环节，是建立医
疗集团。2017年 8月 29日，囊括
县人民医院、藏医院、妇幼保健
院、疾控中心及 9 个乡镇卫生院

的比如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正式
成立。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个

“人财物”全统筹的县级医疗集
团。

刘琳作出承诺：比如县要打
造适合西藏地域特点，在西藏可
推广、可复制的县级医改“比如
模式”，彻底改变落后的医疗卫
生面貌，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比如县建起了一家二甲标准
的县级医疗综合体，引进医用制
氧站、千级层流净化手术室，配
置了核磁共振、CT、彩超、高
压氧舱、腹腔镜等设备，医疗诊
断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硬件水平上来了，人才成为
医改的最大瓶颈。

打破大锅饭制度，实行薪酬
制度改革。在县财政每年 300 万
元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的支持下，
刘琳着手打破编制限制，县乡编

制统筹，实行年薪制和合同制，
面向全国招聘人才。

一年时间，医疗集团招聘人
才近 100 名，其中中高级职称的
10余人，大量以前无法开展的医
疗业务开展起来了。刘琳联系宁
波、绍兴等地，帮助培训比如县
医疗卫生人员40余人次。

刘琳还 促 成 医 院 与 西 藏 阜
康医院、西藏成办医院、绵阳
三院建立医联体，同多家内地
医 疗 机 构 签 署 对 口 帮 扶 协 议 ，
推动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和医
保系统上线，推动医院品牌学
科建设。

第一台开腹手术，第一台
腹腔镜手术，第一台剖宫产手
术……比如县的医疗水平在短
时间内迅速提高，当地患者的转
诊率从医改前的近 90%下降到
40%。医改“比如模式”多次登
上《西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