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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了天台，
通得了下水道

鄞州有个防台
“女汉子”
转移群众、处理马蜂窝……

这位志愿者忙得连轴转

汪磊（左）在天台上查看防水情况
在天台上查看防水情况。
。

台风期间，她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核查各种数据 ；上得了天台，通得
了下水道。她把辖区最易积水的路段做了详细标记，一张“作战图”烂熟于
心。别人家漏水，她忙着打电话处理 ；自家漏水，她却轻描淡写地说“用桶
接一下，不碍事”。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台风期间，她实在
太忙，辖区居民家中不积水、不漏水就是她最大的期盼。她就是鄞州区东
柳街道城管科科长汪磊，今年 32 岁，党龄 13 年。

7 月 25 日，宁波晚报甬上
APP 刊发了一则报道：宁波市
参与台风“烟花”防台防汛及灾
后重建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均可
享受保险。昨天，
记者得到最新
消息，
目前已有受伤的志愿者向
中国人寿保险宁波分公司报案，
而首位报案的受伤志愿者、象山
县雄鹰救援队指导员丁启明，4
天来却一直没有理赔，
记者昨天
联系了他。
“ 当时已经去医院包扎过
了，之后就去洞桥支援，后来又
在结对的社区帮忙处理马蜂窝
的事，
一忙就忘了。”
丁启明说。

台风期间，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
“汪科长，我们小区门口的树
倒了，挡住了去路，能不能找人来
处理？”7 月 28 日凌晨 5 点，汪磊的
电话又一次响起。
“ 好的，我联系物
业公司！”她的声音里带着沙哑，这
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
台风期间，她手机每天要接上
百个电话，这还不包括办公室电话

和微信电话。
汪磊负责街道的城管线，这些
天，她一边要核查各类数据，一边
要实地检查，每天忙深夜。
“ 低洼区
域的水位要实时监测，社区和辖区
单位需要防台物资要调配，哪个小
区停电、哪个路段积水深，这些情
况都需要电话处理。
”
汪磊说。

家里漏水，她劝家人“用桶接一下”
“你有时间回家一趟，家里都
漏水了，一塌糊涂。
”
“没事的，妈，我现在正忙着，
你拿桶接一下，不碍事。
”
这是台风期间，汪磊和母亲的
一次通话。其实，她家距离街道所
在地也就 3 公里。但 7 月 23 日到
26 日，她每天都住在办公室里，一
次都没回家。其间，母亲曾多次在
微信上和她说起家里漏水的事，但
她都顾不上。漏水从一开始的淅
淅沥沥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她却轻
描淡写地说：
“ 用桶接一下就好！”
而事实上，台风期间，她每天要帮
助很多社区解决漏水的问题。
7 月 26 日凌晨 1 点，鄞州防汛
指挥群里，要求上报数据的通知再

次下发。已经坚守四夜的汪磊喝
完当天的第三杯咖啡，坚守在电脑
前查看各项数据。
“10 多个社区、30 多个小区的
数据要在第一时间收上来，并非易
事。我只能挨个电话催，挨个问情
况。”汪磊说，不光要统计数据，碰
到以前发生过问题的点位，还需要
对方发送照片进行确认，然后再上
报。
“ 我必须保证每项数据的准确
性，每个数据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
不能有一丝马虎。
”
在她的办公室，放着一张 1.5
米长的折叠椅，她已经连着有四天
三夜没有好好合眼了。实在困了，
就在折叠椅上打个盹。
“ 一躺下，满
脑子想的就是水位，
根本睡不着！”

上得了天台 通得了下水道
在汪磊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大
大的街道区域地图，上面密密麻麻
做了很多标记。
“ 这 张 地 图 ，是 我 的 防 台“ 法
宝”。哪里是易积水路段，哪里是低
洼区域一目了然。”她指着地图向
记者娓娓道来。比如，在康复医院
门口、华光城西门、太古城东门都
用红色标记，这些是最易积水的路
段；桑田路百丈东路路口、东柳坊
门口、百丈东路福明路路口等处是
黄色标记，
是次易积水的路段……
台风期间，
这张地图成了汪磊的
“作战图”
，
重点区域每天监测水位。
“只要少一个车棚进水，
少一个路段
积水，
我做得再多都是值得的！
”
“干城管这行，从来不分什么

性别。我要是不懂排口情况，没有
上过几次天台，那肯定要闹笑话。”
7 月 26 日，
“ 烟花”二次登陆后，汪
磊又匆匆拿着河道地图去巡河了，
这已经成了台风期间的日常。
“涨
潮时间、水量监测、排口预警……
这些都是我在台风到来前恶补的
专业知识。
”
与此同时，汪磊还是东柳坊社
区的第一联系干部。东柳坊社区地
势低洼，防台任务繁重。她一会儿
跟着老前辈爬天台看楼板松动情
况，一会儿跟着工程队查看窨井下
水道情况，还带着社区一起拉排水
泵抽水。一场台风，把曾经柔弱的
她逼成了不折不扣的
“女汉子”
。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刘潇 文/摄

转移老人时，
手指被划开一个大口子
今年 48 岁的丁启明，2014 年
加入象山县雄鹰救援队。
台风“烟花”来袭前，他和队员
们便已轮流在队伍的驻点 24 小时
值守。
象山县丹东街道东风社区是雄
鹰救援队的结对对象，
7 月 24 日，
接
到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徐靓
的电话后，丁启明前往社区一户地
势低洼的 80 多岁老人家中，准备将
老人转移到老人的女儿家里。
在顺利将老人送到女儿家中
后，老人的女婿说，老人要用的那
张钢制床架太沉，他自己搬不了。
丁启明就与队友一起，将床架从一
楼抬到三楼，搬运过程中，被床架
夹层箍住中指，划开了 2 厘米长的
大口子，
鲜血直流。
周围人见状，吓得不轻，赶紧
让他去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前往医院途中，丁启明用应急
纱布进行了简单包扎，又临时接到
了徐靓的电话，说还有一位老人需
要转移到宾馆。
“先干活吧，已经包扎过了，等
把老人转移完再去医院。”队友拗
不过他，
只得先转移老人。
转移事宜妥善处理后，丁启明
才去了医院，挂号、打破伤风针，简
单处理后，
继续他的志愿服务。

7 月 24 日，丁启明（右）和社区
工作人员前往居民家中，提醒居民
注意防台。

报案 4 天未理赔，
因为一直忙着参与救援
7 月 25 日，丁启明无意中刷到
一条新闻——因防台防汛受伤的
志愿者可享保险，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
他拨通了保险公司电话。
在接到报案后，中国人寿保险
宁波分公司客服人员第一时间与
他联系，确认了事故详情描述，了
解丁启明就诊医治的情况，并且告
知他需要携带哪些理赔材料。
“受伤的志愿者提交完整理赔
资料后，我们会进行审核，最快 24
小时即可将赔付金额发放到志愿
者本人的银行卡账号。”中国人寿
宁波市分公司团体业务部高级主
管李璐说。
但丁启明却一直没有完成理
赔程序。
“ 这几天太忙啦！再说，也
没多少医疗费，我就是想切身了解
一下受伤志愿者的享受保险这事
怎么办理，今后如果我们有队员受
伤了，这不就有经验了？”丁启明笑
言。
是的，丁启明这几天一直没停
过。7 月 26 日上午，他马不停蹄地
前往受灾严重的海曙区洞桥镇，负
责将老弱病残、孕妇等有紧急需要
的人员，从家中转移到洞桥镇卫生
院。
27 日，他回到象山，整理、清洗
救援队的装备，
没等多久，
又接到丹
东街道东门外村的求助电话，帮忙
处理村里居民活动场所内的马蜂窝
……
“保险公司已经联系我了，
明天
一有空，
我就去办。
”
丁启明说。

期盼成为党员后，
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类似的受伤经历，丁启明早前
也有过。2019年7月，
参与杭州淳安
女童章子欣在象山松兰山一带的搜
救时，
他的左小腿肌肉撕裂，
缝了 30
多针。
在 7 年的应急救援中，他也经
常被感动。
“ 我参加过多次海上救
援，一般来说，当事人的生还几率
很小。那次搜救，因为装备、精力等
方面的受限，我们快要放弃时，有
一个家属哭着跪在了我们面前，对
我们说，如果我们一撤退，他们就
什么希望都没了。于是我们一直坚
持了 7 天，遗憾的是，最终打捞到的
是落水者的遗体。
”
丁启明回忆。
2018 年，丁启明提交入党申请
书。上个月，
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成为应急救援队员后，我
觉得自己的奉献意识更强了，非常
期盼能成为党员，更好地为社会服
务，所以在我一把年纪的时候，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
丁启明说。
记者 朱琳
见习记者 林微微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