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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整个陵园被淹没，
我们也不走”
守护烈士陵园，9人小队拼了

“电量有限，停水停电。”7月26日上
午9点11分，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
园服务中心主任陈志斌在给记者的微信中
这样说。

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海
曙区章水镇樟村，地处我市西部山区。陵
园背靠大雷山岗，强降水持续，一旦发生山
洪或泥石流，后果不堪设想。

“说实话，当时内心有种很绝望的感
觉，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陈志
斌说。

7月26日上午9点30分，记者联系上
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
陈曦希时，她的手机只剩下20%的电，“我
梳理一下，一并跟你说吧。”

7月26日凌晨1点，陈志斌提出让陈
曦希和另外一名留守的女同事韩欣辰开车
回镇上的避灾中心或直接回市区。

“虽然当时雨下得很大，积水上来得
很快，但如果走山路，还是可以从横街、
集士港那边绕出去的。”陈曦希后来对记
者说。

面对可怕的未知，谁又能做到内心没
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主任，那你不走吗？”
“就算整个陵园淹没了我也不会走

的。”
“那我们也不走。”
在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有一座

高44.12米的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塔后
整齐排列着800穴革命烈士墓。

“我们都走了的话，纪念塔倒了怎么
办？烈士墓怎么办？”看着窗外，在夜幕中
若隐若现的纪念塔，陈志斌说。

这段风雨夜的只言片语，被记录下来，
发到了朋友圈。

选择并肩战斗，战胜未知和恐惧的，不
仅仅是陈志斌、韩欣辰、陈曦希。从7月
23日开始，“烟花”对我市的影响渐渐显
现，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发布闭
园公告，迅速组建起义一支由9人组成的
防台队伍。他们中有4名党员。

“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关键时刻冲锋
在前，不能退缩，困难时刻做好表率，我只
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陈志斌说。

防台队伍的成员们每两人一组，针
对重点区域进行巡逻，监测水情、排查
隐患，每小时换一次班。风大雨急，时
不时能看到树枝被风吹断、掉落，幸好
没人受伤。

随着积水的上涨，巡逻从每小时一次
缩短至每半小时巡逻一次。没轮到巡逻
的人，就挤在漆黑的安保室里，互相加油
鼓劲。

“现在水势已经下降了很多，镇里、村
里的超市也有充足的食物供应，暂时不用
担心温饱。”陈志斌和同事们终于可以松一
口气。

记者 陶倪 马佳威 薛曹盛 滕华
张贻富 殷欣欣 石承承

见习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赵琴 沈毅 杨硕 潘立 文/摄

台风“烟花”来袭，风雨无情，滔滔洪
水不停肆虐。紧急时刻，无数人挺身而
出，奋勇抗洪救灾，以血肉之躯谱写了感
人的篇章，留下了一幕幕温暖的瞬间。

这些抗灾救灾英雄，他们是风雨中
的脊梁。他们是谁？是党员干部，是官
兵干警，是志愿者，更是无数普通的你
我他……

风雨中的风雨中的 他们是谁？
是党员干部，是官兵干警，也是你我他……
他们是谁？
是党员干部，是官兵干警，也是你我他……

“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
63岁的村书记带头跳入河中封堵灌口

江北区前江街道朱界村党支部书记洪国钧
今年63岁，连日来，他始终冲在抗台最前线。不
熟悉他的人根本看不出来，3个月前，他才刚刚动
过一场手术，出院才不到2个月。

当“烟花”来袭，洪国钧为了抗台彻夜值守。
7月25日晚7点，已经两三天没有休息的洪国钧
不敢有一丝松懈，坚持巡查河道。这时，他发现
姚江水位持续上涨，冲开了废弃的小斗门闸，江
水迅速倒灌，情况十分危急。

洪国钧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立刻与联村干
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汇聚。眼前的姚江水位
已达到超百年一遇的3.2米，特种设备车、潜水人
员现场查看后，因水情不明，不敢贸然实施迎水
面封堵的方案。20余名干部立即开始在背水坡
填入沙袋，封堵出水口。眼看着沙袋“石沉大
海”，被湍急的水流冲得歪歪扭扭，灌口没有一点
被封堵的趋势。

“我来！大家把沙袋递给我！”千钧一发之
际，63岁的洪国钧率先跳入齐胸深的内河中。只
见他佝偻起身体，降低重心，以防被浪潮冲倒，一
手接过十几斤重的沙袋，一袋袋垒到内河封堵
口。紧接着，前江街道办事处副书记李宏良也跳
入水中，朱界村干部、联村干部男女齐上阵，加快
沙袋传递，在4小时内累计垒砌沙袋100余个，成
功封堵灌口。

上岸后，洪国钧说：“我是党员，更是村书记，
这时候不上，要等到什么时候？”

7月26日上午，一段“硬核”视频
在余姚人的朋友圈迅速传播。事情发
生在当日凌晨，余姚鹿亭乡白鹿村的
村干部冒雨破门而入，将被困的74岁
老人背到了就近的应急避灾点。

视频中，屋里屋外都是高达0.5米
深的积水，而且水流湍急。昨晚，记者
联系到了参与救援的村干部，听他讲
述了这场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惊心动魄
的救援。

张波是鹿亭乡白鹿村联村组长、白
鹿村应急救援队成员。7月26日凌晨，
他和6名救援队员都在村委会待命。

“村里有个老人失联了，她家里积
水很深。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双拖鞋
飘出来，家人认出来了，就是她的鞋！”
凌晨2:30左右，白鹿村党总支书记龚
云常接到一通紧急电话，是村里的村
民小组长陈建位打来的。听到消息，
张波和6名救援队员火速赶往事发地
点，与村民小组长及老人的女婿马先
生汇合。

受困的老人叫鲁荷娣，今年74岁，
女婿马先生就住在隔壁。马先生说，
他7月25日傍晚就到丈母娘家里查看

过情况，当时情况良好。但到了深夜，
他发现老人“失联”了，打电话一直没
人接听。

到达现场后，大家都傻眼了。一
扇大门紧闭，下方不断有水溢出，水流
相当湍急。洪水已经到达膝盖位置，
大约0.5米深。

队员们尝试着破门，但没有成
功。救援队员爬上梯子，选择翻墙
进入，张波则现场指挥。一名队员
不断撞击墙门往里推，另一名队员
在屋内配合。“1、2、3！”门终于被撞
开了，洪水一下子涌出来，屋内的水
位迅速下降。

与此同时，另一路队员进屋查
看。“在这里！”听到声音，大家总算缓
了一口气。原来，老人在家中睡着了，
没有听到女婿的电话。

“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背你去安
全的地方！”话音刚落，陈建位就背起
老人向外面冲。当时外面下着暴雨，
龚云常直接将自己的雨衣披在了老人
身上。一行人将老人送至就近的白鹿
村文化礼堂应急避灾点，当时已经是
凌晨3:30了。

7月26日上午9时47分，在宁波
洪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输液大
厅，结束了近24个小时的抗台应急值
班工作后，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中
心工作人员李巨山，终于做上了皮试，
等待是否能注射破伤风针的结果。这
距离他搬运抢险设备时不慎磕破下
巴，已经过去了整整8小时。

事情还要从26日凌晨1时说起。
随着前一天中午“烟花”台风在舟山登
陆，强大的水汽云团持续笼罩着浙江
沿海地区。强暴雨、短阵雨，轮番“轰
炸”宁波全境，海曙洞桥、余姚丈亭等
多地积水严重。为全力确保这些地区
所在的输变配电力设备安然度台，该
公司物资部连夜发布紧急通知，在原
先已反馈的基础上再次向各单位征集
可用的小型发电机，统一调配到抗台
抗洪的最前线。

“你们已经连轴转了好些天了，今
晚我们输电情况还好，我给你们送
去。”接到通知后，李巨山主动请缨，将

输电中心可用的4台发电机，送至物资
部。台风过境的午夜时分，大风一阵
高过一阵，呼呼作响，暴雨乱如珠。顾
不得胡乱拍打在脸上、身上的雨水，李
巨山和同事抓紧把发电机装上车，提
前一分钟送到现场，那里的电力设备
就多一分保障，百姓就能早一分钟用
上电。

凌晨 1 时 37 分，“啪嗒”一声响
——为了加快速度，原本需要2个人抬
的发电机，李巨山楞是一个人抬起就
往车上装。谁知，在搬抬最后一台发
电机的时候，跑得急了一些，他一个踉
跄摔倒在湿滑的地上，下巴重重磕在
了石阶上……

半小时后，发电机成功送到目的
地，李巨山也到达医院检查治疗。6厘
米长的口子，缝了7针。“没事，还好对
象找到了，不然破了相，我就要和线路
终身相依了。”看出了随行同事的担
心，缝完针后，李巨山还不忘跟同事开
玩笑。

风雨拍在脸上，浑身是泥。但没有人顾及这些，
大家迅速地传递着沙袋，嘴里都不自觉地念着“快快
快……”昨天下午，110名武警官兵对余姚阳明街道
丰乐村旁边的西江进行筑坝加固。

西江是余姚江的一条支流，随着台风天积水的上
涨，江水出现倒灌，原本由西往东流的江水开始从东
往西流。西江旁边很多村民家中已经积水，而水位持
续增高，一旦满溢，就会往对岸余姚市区方向倾入。

上午11点钟，武警宁波支队接到上面命令，出动
110名官兵，由支队中校参谋长卞高明带队，携冲锋
舟4艘、橡皮艇7艘前往余姚阳明街道西江进行紧急
抢险。

到达现场后，经过现场勘察后，官兵们迅速投入
抢险行动中。大家分成组，将沙袋运到堤坝处，用沙
袋筑高堤坝挡水。他们有时肩扛沙袋小跑着向前，有
时排成一列快速向前传递，随着一个个沙袋落地，堤
坝一点点长高。

接到休息命令时，战士们在泥地里席地而坐，大

家简单地喝口水、闭目休息两分钟，接着马上起身投
入抢险。

战士刘祥手上的老伤口裂开了，经过简单的处理
包扎后，他又马上加入了搬运沙袋的队伍。他的手前
天在三江口抢险时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伤口还没有完
全愈合，而昨天在抓沙袋时，伤口崩裂。刘祥说，小伤
没有什么事，只希望尽管完成加固堤坝的任务。

其实，战士们都有发手套，而刘祥和很多战士一
样都没有戴，他说手套戴着太滑了，搬运起沙袋没有
那么快。记者注意到，一些战士的手已被粗糙的沙袋
磨伤。

还有位小战士来自安徽，入伍已经两年。他告诉
记者，他是第一次来余姚阳明街道，也是第一次参加
抗台，他说自己还没有把抗台的消息告诉父母，怕他
们担心。

到下午6点多，堤坝加固工程接近尾声，而这时
部队又接到紧急命令，附近又有一处地方堤坝需加
固，于是他们接着转移到另一处继续固坝抢险。

7月26日早上7点，宁海县公安局跃龙派出所民
警巡逻至草湖村洋溪大桥附近时，发现一男子正在水
中抓着一丛水草求救。

此时，雨水未停，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洋溪水位
更是居高不下，情势十分危急。带队民警应斌魁快速
反应，“救人！”他一边用最快速度奔去拿取救生圈和
绳索，一边指令队员向上级汇报情况，请求消防、急救
部门立即支援。

同时，周边群众看到有人落水后，也围了过来，一
位黑衣大哥脱了衣服就准备下水救人。应斌魁发现
后立即喊话拦住他：“水太急了，大哥你不要下水，太
危险了！有我们在，一定会救他上来的！”

此时，落水男子的求救声越来越弱。应斌魁找准
水流方向，在落水男子的上游位置把系上绳子的救生
圈抛下。果然，救生圈逐渐向该男子飘过去。“快套上
救生圈！我们拉你上来！”见该男子成功套上救生圈

后，应斌魁立马抓住绳索另一端将他拉向岸边。“抓住
了啊！不要放手！”终于，在早已在岸边等待许久的热
心群众帮助下，男子被拉上岸。

应斌魁立即带着队员们赶到岸边，这才看清了刚
从水中脱险的男子原来竟还是个孩子，十几岁的样
貌，被拉上岸后浑身冰冷，动弹不得，面对民警的问话
已说不出任何一句话。

幸好此时急救队员也及时赶到，初步检查后，应
斌魁和急救人员们一同将落水的孩子抬上担架，终于
顺利将其送上救护车，并陪同其一起前往医院。

记者随后了解到，该男孩在洋溪边散心，哪知道
因台风影响，溪水水位上涨，水边湿滑，各种水草被风
吹得到处都是，很多横亘在步道上。他在水边走路
时，一时不慎被绊倒掉进水中。因水流湍急，不断被
水流冲向溪水中央，直至抓住了水中的一丛水草才避
免了继续被冲往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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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和
能力,根据监管部门工作部署，兴业银行
宁波分行开展了“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主题宣教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活动成效。

给予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部署。为确
保活动成效，该行成立了活动领导小组，
由分管副行长任组长，分行各部门及经
营机构负责人为主要成员，分行消保办
公室为主要牵头部门，负责活动方案制
定、宣传物料落实、组织协调、信息报送
等工作,推动本次活动顺利开展。同时，
该行还指定专人巡查、督导各网点开展
活动，并进行活动成效评估，确保活动效
果。

聚焦不同人群，突出活动适用性。该
行为满足不同人群的金融宣教诉求，组织
了具有针对性的活动。面向在校学生，该
行走进鄞州区江东中心小学、余姚中小学
实践培训基地等校园，围绕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和金钱观，呼吁远离校园贷，普及银
行卡使用、存取款等讲授基础金融知识。
面向老年客户，该行在营业网点设立老年
客户服务柜台和服务专区，结合多样化的
惠民服务和节气活动开展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厅堂老年客户沙龙、老年大学金融
知识讲座等金融宣教活动。针对农村居
民、外来务工人员等特定群体，该行宣传
防范金融诈骗知识、断卡知识，呼吁保护
好个人银行卡、个人信息和个人征信，并
提供面向弱势群体的专门服务。

活动形式多样，营造良好氛围。该行
结合线上和线下渠道，运用新媒体，积极
探索多样的宣教形式。活动期间，各网
点的电子屏播放电子海报和宣传视频，
LED屏滚动播放活动标语，公众教育区
放置相关宣传资料，纸媒和网媒刊登了
多篇宣传稿件和漫画，营造了浓厚的宣
传氛围。在活动期间，该行走进学校、企
业和社区举办宣传活动41场，制作宣传
横幅50余条，印刷活动海报100余份，发
放宣传资料7000多份，宣教受众达4.9万
余人次，把金融知识送到金融消费者身
边，得到了广泛好评。

后续，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将继续做好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公众
提升金融素养，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和能力，该行消保办公室主任张首君表
示。 周佳瑜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主题宣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