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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们，真的谢谢你们了，
不然我们肯定都没命了！”8月 11
日上午，安置好受损的渔船，船
长郭延江又再次重返大麦屿街
道，答谢救命之恩。“人没事就
好，人没事就好。”还在处理灾后
自救工作的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
记林杭握着他的手，连连安慰道。

在第 9 号超强台风“利奇
马”登陆前，我市 427 艘渔船、
116艘运输和商业船只已全部提前
进港避风到位。8 月 10 日凌晨，

“119”接警电话突然响起，原来
一艘福建籍渔船 （闽狮渔 6868）
因螺旋桨故障失去动力，在大麦
屿某海军码头周边海域遇险，船
上 22名船员无法上岸，生命危在
旦夕。在获知他们出事的第一时
间，正在大麦屿街道指导抗台工
作的市四套班子联系领导要求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带领大麦屿
街道办事处、大麦屿派出所、海
军部队及海韵救援队赶赴现场参
与营救。截至当天凌晨 3时 50分
许，22名船员全部获救，无一人
员受伤。

求救信号一发出

多方力量出动全力营救
8 月 10 日凌晨 2 时 10 分许，

大麦屿街道已进入 12 级风圈，
“利奇马”霸王级的狂虐变得愈发

狰狞，焦急的电话声、急促的脚
步声在大麦屿街道办事处大楼里
不时回响，在市四套班子联系领
导的带领下，一群人匆匆下楼坐
上车，迅速消失在雨夜中……

当天凌晨 2时许，大麦屿街
道接报：闽狮渔 6868船被大风浪
冲进大麦屿某海军码头，渔船失
去动力情况危急，江苏、江西、
四川、贵州、福建籍在内的 22名
船员无法上岸，生命危在旦夕。

接报后，大麦屿街道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并第一时间联系对
接大麦屿派出所、海军部队、海
韵救援队等参与救援。人的生命
大于一切，营救信号一发出，各
方力量兵分多路冒暴风雨前往事
发地。

“当时是‘利奇马’登陆后的
回南阶段，正是暴风雨肆虐的时
候，大麦屿区域基本全部停电
了，我们硬着头皮往外冲，报警
时只说在大麦屿渔货码头，我们
便第一时间赶了过去。”林杭说。

外地渔船人生地不熟，当救
援人员赶到现场时，渔货码头附
近围墙被刮倒、电线四处乱挂，
此处并没有发现出事渔船，再次
拨通报警电话时，被告知已欠费
停机。“当时我们甚至怀疑被人耍
了，但考虑到他们的生命安危，
我们街道干部尝试着往欠费手机
里充值了 50元，再次与报警人取
得联系，经他描述我们又朝着大
麦屿海军老码头前进。”林杭回忆
道。

电话接通后就再也没挂断
过。大麦屿街道工作人员一边安
抚船员情绪，再三确认船上船员

情况，一边询问事发点具体方
位，与派出所民警、海警部队及
海韵救援队取得联系，分头搜寻
出事渔船的“身影”，到达大麦屿
某海军码头时，大家再次扑空。

“电话不敢挂，我们一直给船员信
心并告诉他们，我们当地政府、
部队、民警正在赶来的路上，会
尽全力营救他们，保证他们的安
全。”林杭说，这一夜，渔船上船
员的生命安危牵动着一群人的
心。幸运的是，大家最终在大麦
屿某海军码头的视频监控里发现
了渔船，冒着风雨的一群人立即
掉头赶往事发处。

渔船不断冲击码头

救援人员冒险救回所有船员
凌晨 3时许，当救援人员赶

至大麦屿某海军码头时发现，此
时码头风力已达 15级，这艘出现
故障的渔船被大浪推到大麦屿某
海军码头边，正用力地冲撞着码
头外壁，急促的雨点用力地砸向
救援人员的眼睛，狂风暴雨之
下，大家只能扯着喉咙安抚船员
情绪并开展援救。

“我们到时，船上有 6名比较
有经验的老船员借着船只沉浮的
空隙，趁机跳回到岸上，躲在码
头附近的值班室内，剩余的 16人
还滞留在船上。”第一时间了解现
场情况后，大麦屿派出所所长苏
咏立即组织 10名民警，联合大麦
屿街道应急队及海韵救援队准备
工具开始救援。

据苏咏介绍，当时码头风大
雨急，现场一位 90多公斤的男同
事都无法站稳，出事渔船随浪摆

动无法固定，救援人员难以上船
施救。为确保安全，大家一边将
车靠前停放挡风，一边将救援绳
索抛给船员，趁着渔船上下颠簸
至与码头平齐时，便趁机拉回一
名船员。

1 名、2 名、3 名……16 名，
近 1 小时的救援行动有序进行，
在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下，船上的
16名船员被成功救回。“第一次参
加这种现场营救，风雨大到令人
窒息，船一下下撞击码头时都在
剧烈震动，当时我们也顾不上有
多危险，只觉得把人救回来真
好。”林杭笑着说道。

营救结束后，船上其他船员
被安全送至安置点，安置点管理
人员及时为他们安排好食物及住
处。担心船长不舍渔船再次返回
码头，大麦屿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将他带回办事处安抚情绪并安
置妥善。“把船长带回街道后，他
的情绪还是很激动，觉得船造价
高多次想回去救船，都被我们拦
了下来，几经安抚后终于稳定了
情绪。”大麦屿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林楚法说。

据了解，被救渔船闽狮渔
6868为一艘新造渔船，重达七八
百吨，价值 1900万元，船长郭延
江是福建石狮人，船上船员中有
不少是首次出海的新手。

截止记者发稿时，该渔船已
被协助离开大麦屿某海军码头，
停泊在大麦屿港内等待船只拖回
福建修理。此外，在渔船冲击
下，大麦屿某海军码头 20多米长
防护栏损坏，且码头外壁多块碰
垫被损毁。 曹思思 林仁潇

“利奇马”肆虐福建船遇险，玉环多方联动紧急救援——

为了22名外地渔民兄弟的安全

本报讯 台风带来的险情渐
渐平息，我市各地进入后续清理
恢复阶段。而民间救援力量——
市阳光救援队仍马不停蹄。得知
临海地区仍大水围城，受灾严
重，37名队员立即集结，前往临
海参与抢险救灾。

“物资装备完毕，人员到齐，
出发！”8月 11日下午 1时许，随
着带队队长一声令下，身穿海蓝
色救援服的队员们快步上车，踏
上前往临海的支援之路。自 8月 9
日上午 9时开始连续救援 30多个

小时后，经过一个晚上的整修，
队员们又抖擞精神，投入下一场
奋战。

队伍中，有一个面容青涩穿
着民兵服的年轻小伙子，他叫谭
阳，来自贵州。他告诉记者，自
己在玉环送快递，这两天快递停
运闲着无事，看到灾情险重，救
援人员们奔忙不停，便自愿加入
阳光救援队，想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量。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救灾活
动，希望能帮上点忙。”他笑着说

道。
阳光救援队指导员章奎金有

着多年的救援经验，自 8 月 9 日
上午开始，他就和队员们一起奔
波在救援一线，这两天都没怎么
合眼。他坦言，到 8月 10日晚上
9 时左右，大家都已经体力透
支，休息了一夜。昨天早上得到
支援指令，他和队员们又赶到队
里，整理物资、整装待发。“既
然参加了这个公益队伍，我们就
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累是累，但能帮到更多人，心里

很开心。”章奎金露出憨厚的笑
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次
临海的受灾情况比较特殊，我们
民间救援队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阳光救援队理事林松说
道，他将留守总部，配合前线队
员的反馈，做好协调工作。

据了解，37名救援队员会在
临海市当地政府的统一调配下，
有序展开老人转移、物资输送、
现场清理等救援工作。

（张馨 王凌轩）

台风天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

阳光救援队马不停蹄驰援临海

绿化养护工全力清障

预计一周恢复道路畅通

“我从早上 6时就开始清理
倒伏树木，到现在一口水也来不
及喝。”8月 11日中午 12时，我
市绿化养护工人李兵和同事们还
在玉城街道广陵路上清理倒伏树
木。

从8月10日清晨开始，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 80多名绿
化养护工人、14辆运输车，投
入城市道路清障，预计需要一周
时间。

据初步统计，受台风影响，
玉城辖区和坎门部分辖区的
9920多棵行道树，半数以上受
损，损失近 5千万元。预计全市
绿化损失将超亿元。

在广陵路上，多名绿化养护
工人顶着烈日，有的用竹竿为树
木做支撑架，然后填土、踩实、
加固；有的用锯子将受损树枝锯
断，搬上运输车；有的在清扫路
面上的枯枝落叶……

“我的任务是把大的树枝锯
成小段，然后把树枝上的叶子扒
拉下来，分类好后交给后面的人
清理。”时间接近正午，太阳特别
猛烈，绿化养护工人郑彬已汗流
浃背，“昨天我锯了整整 10个小
时，从白天到黑夜，手都麻了，
今天也是一早就来了，想着要尽
快把路面清理出来。”

“截至 11日中午，我们已清
理了 500多车绿化垃圾，玉城城
区主干道基本打通，车辆可以畅
行。”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张志文表
示，他们将全力以赴，尽快恢复
绿化景观。 （张莺莺 丁伟）

电力抢修日以继夜

各地供电陆续恢复

超强台风“利奇马”让我市
电网严重受创，出现了大范围断
电现象。从 8月 10日凌晨开始，
国网玉环市供电公司派出 360名
电力工人，日夜奋战，分赴各故
障点全力抢修。截至8月11日下
午记者发稿时，城区大部分地区
已恢复送电，35千伏变电所剩
余一座没有恢复送电，35千伏
线路剩一条未送电。

“ 师 傅 来 ， 可 以 了 ， 起
——”8月 11日上午 9时许，记
者在芦浦镇芦岙村看到，国网玉
环市供电公司芦浦站的12名电力
工人正合力吊起一根约10米长的
送电杆。这根送电杆被狂风拔出
倒在村道上。电力工人正抓紧处
置，并及时竖立新的送电杆。

“这根是将主线电传输到村
里的重要枢纽，将它修好后，一
旦主线有电，这一片就可以恢复
供电了。”芦浦站工作人员颜会
保和同事一早就赶到这里抢修。
这两天，他们一直在辖区内巡
查、维修，全力以赴恢复供电。

除了国网玉环市供电公司全
员出动，温岭、金华等地派出的
3辆应急发电车、233名抢修人
员也已于 10日晚 10时左右到达
我市，第一时间增援故障线路抢
修。

当天上午 10时许，金华赶
来的抢修人员范培荣和同事来到
楚门镇龙王村，更换线路负荷开
关。“这是上午修的第二个点。
我们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
快协助玉环完成电网抢修工
作。”范培荣说。

(林俐 梁裕哲)
台风过后忙消杀

确保“无大疫”

台风过后，市疾控中心迅速
组织应急救灾机动队，广泛发动
基层卫生院投入到灾后防疫工作
中，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8月11日一大早，市人民医
院健共体集团玉城分院的防疫人
员走进玉城街道白岩村进行消
杀，发放灾后防病防疫宣传资
料，提高村民防病防疫意识。

防疫人员一到村里，便马上
在各条横街窄巷里穿梭。他们扛
着一个重达 20 公斤的“大家
伙”，手持一根喷雾管，朝垃
圾、杂物堆放点、潮湿低洼地段
喷洒。

“你们要自己去村部拿消毒
片，被污水浸泡过的东西都要仔
细消毒。”在村口的一家餐饮
店，防疫人员仔细叮嘱店主。

“在老家没见过这么大的风
雨，卫生人员及时过来宣传消毒
知识，我们受益很多。”新玉环
人刘国伟说。

（李敏敏 张泽鹏）

公路人巡查不停歇

及时抢修恢复通行

“利奇马”登陆前后，我市
公路人始终奋战在道路巡查、抢
修一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恢
复道路通行。

8月 9日 16时，在西火线，
一棵高大的树木断枝后摇摇欲
坠，垂下来的树枝占据了半个车
道。现场工作人员灵机一动，把
巡查车开到断枝下方，迅速爬到
车顶，锯断树枝并清除出路面，
及时恢复道路畅通。

8月 9日 20时左右，新漩线
漩门隧道口发生塌方，市公路应
急抢险中心携带抢险物资，迅速
奔赴现场。大伙顶着暴雨大风清
理落石断枝，设置警示标志。此
时，楚城线传来灾情，一棵高大
的木麻黄连根拔起，倾倒在电线
杆上，大家立即赶往现场……抢
险完成时已是 22时 30分，而下
一站是西火线南大岙隧道。

8月 10日 5时，整夜的狂风
骤雨，让玉环大部分交通要道

“沦陷”。但一夜未眠的公路人早
早准备好行装，外出抢险抢通公
路。 S226 泽坎线多处交通中
断，新漩线温岭交界处泥石流交
通中断，漩栈线积水过高交通中
断……公路人在一线搬石头、砍
树枝、清边沟、挖垃圾……他们
忙碌的身影后面，是一条条恢复
畅通的公路。

截至昨天中午，市公路局共
计出动巡查人员 210人次，出动
车辆79辆次，全市干线公路8处
路阻全部抢通，县道 19处路阻
基本抢通。

（郑焙升 苏一鸣）

银行走访受灾客户

帮助恢复生产生活

8月10日，超级台风“利奇
马”登陆后，玉环永兴村镇银行
立刻组织员工实地走访客户，了
解受灾及生产自救资金需求情
况，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信贷资
金扶持，支持灾后重建。

当天，该行各支行信贷人员
不顾道路受淹、通讯中断等影
响，兵分多路上门走访受灾严重
的清港、楚门、干江等地，了解
农户和企业受灾情况及后期开展
生产的资金需求，并根据自己掌
握的行业信息针对性地提出了一
些生产建议，积极帮助客户灾后
自救。

据悉，当天，玉环永兴村镇
银行走访了 183户客户，其中受
灾户 162户，基本为农户，初步
统计灾害损失 1000余万元，需
要信贷资金帮扶 600余万元。下
阶段，该行将根据走访掌握的实
际情况，制定一户一策帮扶政
策，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生活。

（小许）

灾后救援我们在行动

图为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宣讲消灭知识图为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宣讲消灭知识。。 李敏敏李敏敏//摄摄

绿化养护工人合力清理倾倒的树木。 陈灵恩/摄

电力抢修工人在进行高空作业。陈维益/摄

干江滨港工业城PPP项目部办公用房被台风
刮得四分五裂，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陈灵恩/摄

（上接第1版）
当天下午 3时许，记者来到

坎门街道海城路时，眼前还是一
片狼藉，道路两旁树木横七竖八
地“躺”在路面；树枝、墙面坍塌的
砖块等散落一地；商铺前广告牌
也东倒西歪。

“大伙开始行动吧！”在林成
辉的带领下，大家戴上手套，手拿
扫帚、铲子等清洁工具沿途清理
道路、绿化带上的枯叶和垃圾，开
展清障工作，脸颊上豆大的汗珠
也来不及擦拭。

一旁的党员志愿者、民警正

忙着清扫落叶、收拾断枝；海韵
救援队也正忙着清理路面积水、
淤泥，他们浑身湿透，已分不清
是污水还是汗水。青年团员志
愿者、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民兵……越来越多的志愿者
加入重建家园的行动中，到处都

是忙碌的身影，修整断木的电锯
声、警笛声交织成台风过后的紧
张乐章。

不一会儿，两辆运输车就被
塞得满满当当。经过近 1个小时
的努力，海城路又恢复了往日的
洁净整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