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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东柳坊社区

播报员：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刘潇 王琦维

600 个饺子送往安置点，爱心店主又出动了
昨日中午，宁波风大雨大，东
柳小学的安置点内却是香气四溢，
原来是东柳坊社区里的网红饺子
店主王志祥，
又来给安置点的人员
送饺子了。
这家饺子店在东柳坊开了 27
年，也火了 27 年，是名副其实的网
红饺子店。7 月份台风“烟花”来
袭期间，王师傅也来安置点送过饺
子。昨日一大早，王师傅再次走进
居委会询问这次台风东柳小学是
否有安置人员，想再送点饺子。得
到社工的肯定答案后，
他就和老伴
忙活开了。揉面、擀皮子、包饺子，
忙了 2 个多小时，赶在饭点前将
600 个饺子送到安置点。

地点：
北仑城区

“上次匆忙，
没带佐料，
这次你
们一定要尝尝我家自制的蒜蓉酱，
再加点醋和辣椒油，味道就更好
了。”王师傅一边介绍一边帮安置
点人员加佐料。
“ 上次台风‘烟花’
来时，在安置点吃了你们家的饺子
我就念念不忘，
饺子个头大，
汁多，
有我老家的味道。”安置人员朱谦
春说。一份热腾腾的饺子为安置
点生活增添了一份家的温暖。
望着老人在风雨中离开的背
影，安置点的工人们感念店主的爱
心，商量着等台风过后，利用自己
的特长抽空帮他的饺子小馆刷一
刷墙，提升一下就餐环境，也能更
好地打造美丽社区。

播报员：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季柳巧

背人、推车……台风天里的默默守护者
9 月 13 日上午，北仑城区突
降大暴雨，导致小港辖区部分路段
积水严重。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小港中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
低洼、积水等重点路段部署力量，
积极帮助市民。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许，在小
浃江中路与泰山路的路口，积水已
有 10 余厘米深，城管队员冒着大
雨站在积水中引导车辆通行。这
时队员李凯发现一位阿姨打着伞
从对向辅道走来，走到积水处停了
下来，看了看鞋子又看了看积水，
情绪紧张。
李凯即上前询问，阿姨称其有
急事，想赶快过去，如果绕行怕时
间来不及，又怕水深路滑会摔倒受
伤。李凯当即表示可以将阿姨背

地点：
慈溪崇寿镇

过去。阿姨显得很不好意思，
摆着
手说
“不用不用”
，
李凯没等阿姨回
答，已经蹲下身子弯下了腰，
“没事
的阿姨，快上来！”
阿姨还是迟疑了
一下，才让李凯背上。
李凯背着阿姨，
一步一脚印小
心翼翼地走过 100 余米积水路段，
最深处已漫过他的雨靴上沿。待
将阿姨背到安全地带后，
李凯转身
又投入到工作中。
现场，
队员汪朝阳刚疏通了一
处堵塞的窨井盖，
就注意到一个细
节，一个老伯的三轮车好像熄火
了，老伯下车开始推车，但车子可
能是陷到淤泥里了，纹丝不动，见
此情形汪朝阳二话不说当即上前
予以帮助，
两人合力将三轮车慢慢
推出积水区。

播报员：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陈芝颖

村干部跳入齐颈深积水，10 分钟疏通窨井
台风“灿都”来袭，慈溪崇寿
镇建业路排水改造提升工程正在
施工期间，镇村两级迅速启动应
急 预 案 ，调 动 安 装 电 动 排 水 泵 4
台，排水软管 240 米，做好防汛抗
台准备。
13 日中午 11 时许，六塘村工
作人员在建业路检查排水情况时

发现，水泵抽水出口的窨井堵塞，
村干部与村民立即组织力量现场
解决问题，村党总支副书记邹洁
更是冒着风雨，下到齐颈深积水
中 ，协 助 清 理 窨 井 内 堵 塞 的 杂
物。终于，经过邹洁泡在水中 10
分钟全力疏通之后，该窨井恢复
了畅通。

地点：梅山街道金创社区

播报员：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沈琼云 沈媛

台风天村民蔬菜愁销,社区党员志愿者来帮忙
9 月 12 日下午 4 时 10 分许，北仑
梅山街道金创社区党员志愿者在台风
前的巡查中发现，美的蝴蝶海小区的
路边有卖蔬菜的临时摊位，
经了解，
原
来是辖区内几位阿姨眼看着台风临
近，担心村里自留地里的蔬菜受到损
失，冒雨将成熟的 50 多公斤的蔬菜抢
收了回来。
蔬菜收回来了，
但却为销售发愁，
一时半会儿，去哪里找那么多的买家
呢？于是，
几位阿姨商量着，
决定到路
边摆摊售卖。
针对这一情况，党员志愿者们一
方面进行了劝阻，另一方面第一时间
对接了辖区内的爱心餐饮企业——梅

味轩餐饮有限公司，不到 10 分钟，该
企业相关负责人沈晓斌赶到现场进行
了收购。
青菜、毛豆、丝瓜等蔬菜一会儿就
销售一空，
“ 我们公司是做餐饮的，我
一听说这个事情就赶过来了，反正我
们也需要，很乐意可以解决菜农们的
实际困难。
”
沈晓斌说。
党员志愿者们一边帮忙将菜打
包，一边向阿姨们讲解占道经营的危
害，叮嘱各位阿姨今后切不可占道违
规摆摊。
“ 这样既能解决菜农蔬菜滞销
的问题，
又能保障他们台风天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居民的理解和支
持。
”
金创社区党支部书记顾赟赟说道。

地点：
海曙孝闻街 播报员：
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周莉

风雨中，民警将九旬老人送回家
昨日上午，
受台风
“灿都”
影响，
宁
积水，脚泡烂了，到现在还没完全好，
波城区风雨交加。海曙公安分局月湖 “这一带都有积水，我不敢直接趟水
派出所民警杨臻和同事正忙着运送抗
了，
不然老早走回家了……”
台物资。
“婆婆，你家在哪，我们送你回家
9 时 15 分，警车经过海曙孝闻街
吧！”杨臻护住老婆婆，让她坐上了警
公交站时，
眼尖的杨臻发现，
公交车站
车。正说着，老婆婆的老伴也正好拿
里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狂
着 雨 靴 来 了 ，民 警 赶 紧 让 老 伯 也 上
风中艰难地撑着伞等公交车。
了车。
杨臻和同事赶紧靠边停下车，过
老人的家住在广仁街，从孝闻街
去询问情况，看她是否需要帮助。老
开车过去就五六分钟的路程。一路
婆婆说，
她早上出来办事，
本想坐公交
上，
民警通过交谈得知，
两位老人都已
车回家，
可迟迟没见到车子来。
90 岁高龄，于是提醒二老，台风天尽
“公交车估计是因为道路积水改
量不要出门，遇到什么突发情况需要
道了，
我已经打电话给我老伴，
让他给
求助，
可以拨打 110 报警。
我送双高筒雨靴来。”老婆婆说，之前
很快，
警车开到了老人家门前的巷
台风“烟花”来的时候，她趟过好几次
子口。两位老人向民警连声道谢！

全面做好抗台防汛工作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与客户风雨同舟
面对台风“灿都”带来的强降雨天气， 检查。同时，对于处于地势低洼地区的网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根据市委市政府、监管
点，重点检查沙袋、抽水泵等物资是否备
部门的指示精神，加强办公场所、辖内网
用充足。对辖内员工，要求普及抗台防汛
点的安全管理，
切实做好抗台防汛工作。
安全注意事项，确保人防、物防和技防的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党委充分发挥党
安全。
员干部带头作用，深入一线落实抗台防汛
针对暴雨天气，客户不方便出门办理
24 小时领导带班和人员轮值制度。根据
业务的情况，该行工作人员积极开展线上
各家网点所处区域地势、降雨量、风力等
服务、微信或电话指导客户使用网上银
实际情况，要求各家网点负责人差异化落
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办理相关
实好抗台防汛工作，确保客户和员工的生
业务，
持续做好 24 小时金融服务工作。
命财产安全。
今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烟花”、
在各家网点，工作人员对办公营业场 “灿都”，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充分体现金融
所进行了安全自查，特别是对配电箱、机
机构的责任担当，主动作为，全力保障营
房、自助设备等重点设备进行了全面排
业网点和员工的安全，切实保障广大客户
查，避免出现进水漏电等安全事故发生， 的金融服务不间断，同心协力打赢抗台防
并对可能受台风“灿都”影响的室外广告
汛防御战。
牌、LED 显示屏、门窗等设施进行了安全
徐宇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