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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猎鹰救援队指导员夏
百乾告诉记者，他们是9日下
午2点出发前往江西上饶市
鄱阳县的，当晚10点到达该
县西北部的油墩街镇人民政
府，“这一次是受余姚江西商
会委托，由鄱阳县当地政府发
函，我们一共去了3车12人，
携带3艘橡皮艇。同期抵达
的还有余姚市众益救援队，2
车9人，也是3艘橡皮艇。”

夏百乾和一些老队员经
历过2013年余姚受灾严重的

“菲特”台风，也参加过去年
“利奇马”台风期间增援台州

临海的行动，可以说是见多
识广、经验丰富。但抵达鄱
阳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洪
水，仍不免让人心惊。“从大街
上往前看去，水茫茫一片，有
的地方真的看起来就像海一
样，最深的积水有近6米，比去
年临海那次还严重。”夏百乾
说道。

在当地政府的统一协调
下，猎鹰、众益两支民间救援
队很快展开了搜救和转移人
员、物资的行动。其中，猎鹰
救援队是和赣州市消防救援
支队互相配合，协同搜救，主

要活动区域在乡村一带。由
于当地雨下不停，地形不熟，
情况复杂，一些搜救任务也颇
费周折，先后有2艘橡皮艇因
被割破而报废。

由于当地一直在降雨，还
发生了堤段决口的情况，内涝
极其严重，所以搜救转移人员
的任务格外重。夏百乾说，水
位一直就没下去过，队员们每
天休息的时间不到四五个小
时，除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
剩下的时间都在搜救被困群
众，“根本就睡不着，因为不断
都有新情况发生。”

救援队员临危受命

尽管当地提供了不错的饮
食和住宿条件，但更让夏百乾
和队友们感动的是，看到他们
身上和橡皮艇上的“余姚”字
样，当地群众知道是外地来增
援的队伍，纷纷给他们送来了
家里炒的小菜给他们“加餐”，

甚至还有群众在获救后，非要
塞钱给队员们表示感谢，这些
都被他们一一谢绝了。

“老人和小孩是我们搜救
的重点目标，这一次搜救中，最
小的小朋友不到2个月，我们
一共救出了他们家4口人。”据

夏百乾介绍，后来经当地政府
统计，此次余姚2支民间救援
队共救援鄱阳当地群众约
1000人，转移物资近9吨。

鄱阳洪灾牵动全国人民
的心，7月11日，随着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紧急投入抗洪抢险一
线，完成搜救任务的猎鹰救援
队和众益救援队也先后离开
鄱阳，启程返甬，受到了鄱阳
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感谢和赞
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
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抵达余
姚后，夏百乾告诉记者说。

记者 马涛

救助群众约1000人

余姚两支民间救援队
驰援江西抗洪一线
洪水中，他们共救助1000名鄱阳群众

江西鄱阳县洪水
肆 虐 ，群 众 受 灾 严
重。受余姚江西商会
委托，余姚 2 支民间
救援队日前抵达鄱阳
抗洪一线，在当地政
府的统一协调下参与
救援。7月 12日凌晨
1时许，完成此次救援
任务的余姚市 51783
户外公益猎鹰救援队
返甬，另一支众益救
援队也于12日下午载
誉归来。

转移群众。受访者供图

救援队载誉归来。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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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中午11点37分，宁波地面温度
已超37℃。市民杨女士驾车路过中官西路与
世纪大道路口时，无意中看到了感人的一幕。

一名男子驾驶白色雪佛兰车，在路口放
慢了驾驶速度，与站在路中央指挥交通的民
警示意后，往路面上扔出两瓶矿泉水。因车
辆距路口民警所站位置有点远，男子“送水”
后，还比划了抱歉的手势，大约是因为扔水致
歉。

此时，路口有两位民警在执勤。其中一
名发现雪佛兰车降低车速，本以为车主是有
事求助，便做了停车示意的手势，后发现是

“送水”，随即竖起大拇指向车主回礼。
杨女士驾驶的车辆就跟在雪佛兰车后，

她本想用手机拍下这感人一幕，但没来得及，
所幸行车记录仪录下了整个过程，暖心车主
几秒的动作十分流畅，并未影响路面交通。

杨女士觉得此举挺触动内心，“给晚报投
个稿，真的很感动，我都哭了。”

7月12日15：54，该视频被剪辑后，及时
推送到了宁波晚报官方抖音号上。这条视频
短短12秒，但很快就引起了网友的共鸣。截
至12日晚10点，已有8235万的点播量，点赞
超过294万次，留言多达6.5万余条。

天气热，反应快，网友就爱这即兴“小
善”。在海量的点评中，大部分网友十分理解
车主的举动，因为此时在家休息的人，是很难
理解站在40℃高温路面上执勤交警的感受。
尽管网友们有点担心车窗“抛物”影响交通，
但绝大多数是为这名车主点赞的，也为高温
天工作的交警叫好。

“扔得漂亮，因为不能停车。”不少网友
称赞，这是最帅气的一
扔，有的还称其为“最美
车窗抛物”。有趣的是，
细心的网友不知道看了
这条视频多少遍，连车主
在车内的动作和矿泉水
品牌都瞧出来了。

记者 徐叶

炎炎夏日清凉瞬间

宁波街头“车窗送水”
6小时获294万点赞

观看视频
请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