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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时干干净净，走也要清清爽爽！”
这群建筑工人离开时，
把安置点的地面擦得锃亮

这 两 天 ，台 风“灿 都”给 宁 波 带 来 了 狂 风 暴 雨 ，有 一 群 人 住 进 了 临 时 安 置
点。这里就像是一个港湾，让他们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9 月 14 日一早，在安置点度过两天后，鄞州区百丈街道潜龙项目建筑工地
的 100 余名工人回工地了。他们临走前，仔细打扫安置点，把球馆的地全部擦
了一遍，这一幕恰好被前去交接的工作人员拍到了。

“灿都”
走了
城市环境卫生怎么搞？
这家公司用上了
人车结合的操作模式

大家把安置点的地面打扫得锃亮。
他们所在的安置点位于华严社区四眼碶
小学，是小学的羽毛球馆，现场环境整洁，建
筑工人们住得很舒心。
“街道把我们安置在四眼碶小学，这里是
孩子们上学、活动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卫
生！”9 月 12 日下午，工地负责人宋桂芝就和
工友们“约法三章”：
每小时清扫一次，不给安
置点留一个烟头。
“反正在安置点没啥事做，这里的卫生，
我们包了！”在工友的提议下，现场组建了一
支志愿服务队，大家踊跃报名，足足有 20 人，
5 人一组。每隔一小时，志愿者们穿上红马
甲开始在现场维持秩序、清理卫生，俨然把安
置点当成了家。
“以前我们来安置点打扫，多多少少总会
留下一些垃圾，
这么干净的，
真是头一次见。
”
社
区工作人员说，他们本来约定中午交接，没想
到上午来的时候就看到工人们在打扫。
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工地负责人宋桂芝。
“我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这里这么干净，

大伙儿都不好意思弄脏弄乱！”他说，在避灾
安置点，他们还制定了文明公约，列了足足 6
条规范。比如，10 点以后不允许大声喧哗；
不允许聚众赌博；不允许在安置点吸烟；不允
许随地扔垃圾……
“干干净净来，清清爽爽走，总不能把垃
圾留在这里！”宋桂芝开玩笑说，有的工友烟
瘾犯了，想偷偷抽一根，但马上就会被其他人
“举报”
，
只能走出去找个角落抽烟。
这并非个案。在宁铸中心大楼避灾安置
点，同样吹出了文明新风。随着工友们越来
越多，新世界工地中建八局的负责人段涛第
一时间组建了一支“文明劝导队”“
。平日里大
家有时候不太注意，
我们就自己管起来！”
他们带去了地毯、矿泉水、食物、风扇等
日常生活物品，还当起了文明宣传员。
“ 主要
劝导不文明行为，特别是不能抽烟，不能乱扔
垃圾。现在宁波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
我们也想出一份力！”
段涛说。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倪馨怡 文/摄

宁波沿海大风将持续到 9 月 16 日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灿都”
“ 拖功”一
流。到昨日 18 时，今年第 14 号台风“灿都”中
心距离宁波东北偏东方向约 295 公里，近中心
最大风力 11 级（30 米/秒，强热带风暴级），七
级风圈半径 280 公里，十级风圈半径 130 公里。
未来，
“灿都”还将继续在舟山群岛外海缓
慢回旋，预计要等到 9 月 16 日才开始转向东北
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灿都”拖泥带水，导致我们将要经受的风
雨影响还将持续。

尤其是大风，从市气象台的预报看，9 月
15 日，我市沿海海面仍将有 10-12 级大风、沿
海地区风力将维持在 8-10 级，内陆地区风力
也有 6-8 级；9 月 16 日起，我市沿海海面风力
将逐渐减弱到 8-10 级、沿海地区风力也将进
一步减弱至 7-9 级。
9 月 15 日，我市也仍将会是阴有阵雨的天
气，其中，中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局部地
区甚至还会有暴雨；余姚四明山区部分地区也
将有暴雨。

9 月 14 日 10:20 许，北仑区新碶街道辽河
路上，几名身着印有“中环洁”字样工作服的环
卫工人正清扫被台风
“灿都”
吹下的满地落叶。
在她们边上，是一辆小型的多功能高压冲
洗车，以及两辆机扫车。
“车辆的清扫效率是人
工作业的 10 倍，对于车辆扫不到的区域，工人
再进行清理，这样人车结合的模式，既提高了
效率，又保证了清扫的质量。”中环洁环境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项目经理刘冠华向记者介绍。
从 9 月 1 日起，中环洁环境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承接了北仑区新碶、大碶、霞浦三个街
道城市范围内的道路保洁、三乱清理、垃圾收
运等一系列环卫工作。
第 14 号台风“灿都”来袭，为了保障雨后
道路环境的洁净，中环洁环境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预案。
“主要是配合宁波市、北仑区政府部门，做
了充足的灾害应急准备，进行人员、车辆、物资
等相关准备和调配，针对不同的路段特点，采
取不同的措施。
”
刘冠华告诉记者。
14 日，
“灿都”渐远，但仍然给北仑城区留
下了不小的痕迹，从清晨 4 点至 7 点，在一线环
卫工人们忙碌了 3 个小时后，各个街区已基本
恢复洁净。
当记者坐着巡检车来到新碶街道辽河路
一带时，发现隆顺家园小区西门外，尚有两三
百米的落叶还未来得及清扫。
见状，中环洁方面联系了五六名环卫工人
前来，有人用扫帚快速扫起了落叶，有人驾驶
多功能高压冲洗车，还有人开着机扫车，大伙
儿快速集结，
准备清理。
这款小型多功能高压冲洗车的底部，装有
喷头，它先行驶在马路牙子上方的人行道上，
途中，喷头喷出的水会形成高压水雾，进而将
车下的垃圾冲刷到马路牙子下方的车道上。
随后，一名司机驾驶机扫车而来，将这些
被冲刷下来的垃圾吸走，
道路瞬间恢复洁净。
当遇到垃圾特别多、落叶堆积成团时，多
功能高压冲洗车没法一次性冲刷下去，这时
候，司机便取下车上的一把手持高压水枪，对
着这些垃圾冲刷，
效果立竿见影。
记者估算后发现，短短一个小时左右，五
六名工人便将这条落叶遍布的道路清理干净
了。
“虽然说不上‘高科技’，但这样的清扫法
是我们在不断的尝试中摸索出来的比较高效
的办法，这次台风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考
验。
”
刘冠华说。
记者 朱琳 见习记者 林微微 文/摄

我市已完成台风后的全面消杀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吴秉承 范奕
齐） 昨日上午，
随着台风的慢慢减弱，
我市城区
各街道社区组织人员对涉水小区进行清扫消毒。
9：
00，
海曙区南门街道已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组织社区志愿者对小区和主要道路进行动态清
理，
清扫树枝落叶、
散落垃圾，
同时对小区垃圾桶
垃圾房进行全面消杀。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我市各
区县（市）已积极开展小区垃圾归集点、垃圾桶、
垃圾房的消杀工作，
将灾后病虫害滋生问题消灭

在源点，
保证居民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昨日下午 3：30，记者在鄞州区滨江转运站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出转运站的车辆进行
消杀，这批车辆刚完成当天第二次全市统一抢
收生活垃圾任务，当晚不再有其他收运任务。
有关人士透露，当天下午，我市中心城区所有
转运站均完成了对站内设施、路面的两次全面
消杀，保证转运站干净卫生的同时，不让病虫
害随车带出站外。

机扫车将冲刷下来的落叶进行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