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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台风“利奇马”虽
然已渐行渐远，但它带来的
强风强雨“重创”了我市广
大农户、养殖户的心，大家
在第一时间投入灾后自救，
全力减损。

1.1万亩水稻受灾

种粮大户翁永木的水稻
田位于漩门湾湿地 6号地块，
8月10日下午，记者在田里看
到，半米多高的水稻只露出
几片叶子，其余部分全部被
积水淹没。

“雨太大了，根本来不及
排。”翁永木指着眼前的水稻
田说，“就跟海一样的，几乎
都看不到了。”

翁永木今年种植了800亩
早稻，在这次台风中“全军
覆没”。

“还有十几天就丰收了，
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翁永
木无奈地摇了摇头，“等太阳
出来一晒，稻子发芽了，就
会颗粒无收。”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了解到，在此次台风
中，我市水稻种植受灾面积
1.1万亩。

目前，市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的农技人员已分赴我市
各受灾地区，指导广大农户
开展灾后自救，采取一切措
施尽量抢收、减少损失。

3.1万亩文旦受灾

受此次台风影响，清港
镇苔山塘、垟根等地文旦受
灾严重，待台风影响减弱，
果农就积极开展自救。

据统计，此次全市文旦
受灾 3.1 万亩，成灾 1.95 万
亩，占全市所有水果损失的近一半。

8月10日上午，记者从龙头岭隧道进入垟根村。一夜狂风让
山中不少文旦从枝头掉落，并随着雨水、顺着排水渠流至路面。
在垟根文旦基地，文旦树尽数受淹，部分矮小的文旦树仅枝头冒
出水面，还有一些青色的小文旦漂浮水面上。

当天一早，果农便陆续赶到基地查看受损情况。垟根村共种
植文旦2200多亩，此次损失了约三分之一。

当天，垟根村党支部书记汪光富带着十几人的巡逻队展开救
援工作，“要马上排水，枝条上的文旦要尽快撑高。等水退了，
要对文旦进行杀菌处理，防止腐烂。”

万亩农田变“水田”

干江镇是我市农业大镇，今年全镇农作物种植面积近万亩，
受台风“摧残”现已“全军覆没”。

8月 10日下午 4时许，记者先后走访了干江镇甸山头村、双
兴村、盐盘村等地农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成片发浑的水，水
面上还漂着蔬菜、文旦、西瓜等农作物，以及水草、木板等杂
物；不少大棚被吹得“变形”，钢架结构弯曲，塑料薄膜支离破
碎。受灾的农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农田变“水田”，丰收变“绝
收”。

趁着傍晚风力减弱，农户叶善雪立即赶往西瓜基地查看。
“这哪里还能看得出是农田？”眼前的这片“水塘”让他傻了眼，
“种了20多年瓜，第一次碰到这么凶猛的台风，之前做的防护措
施都没用。”

目前，干江镇已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排摸具体受灾情
况，并指导农户抢排农田积水。同时，干江镇将通过省农民信箱
平台，帮助联系更多的收货商，让农户将台风前抢收的农作物尽
快销出去，减少损失。

养殖业受损2000多亩

强台风“利奇马”过境，芦浦镇养殖业受重创，涉及面积
2200多亩，40多艘渔船损坏，尤其是网箱和牡蛎养殖，损失惨
重。

8月10日下午，记者在分水山码头遇到了前往箬笠礁查看网
箱的张美娟夫妇。他们有108只网箱，养殖着鲻鱼、鲈鱼、海鲫
鱼等，现在正是鱼类销售的旺季，但这场台风不仅让他们的网箱
全部沉没，连小木屋和渔船也惨遭破坏。

张美娟说：“这么多年都白养了，都被台风打沉了，一点没
救上来。”

“一个牡蛎架带串带绳要 2000多元，将近 1000多亩，全没
了。”养殖户梁和平说。

芦浦镇已第一时间召集人员商讨应对措施，及时清理损坏的
船只、网箱等，帮助养殖户尽快恢复生产。

（郑琦琪 胡琼晓 张莺莺 苏一鸣 林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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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利奇马”影响，清
港镇普降暴雨，水位上涨，茶头村成

“孤岛”，农田受淹，近百亩葡萄大棚
受损。伴随着台风的远去，水位的下
降，茶头村的现状备受各界关注。

昨天下午 2时左右，在茶头村的
农田中，原来 1米多深的积水已全部
退去，大棚支离破碎，一片狼藉，大
量农作物受损，农户们也正组织开展
排水、清淤。在村民家中，家家户户
可见忙碌身影，村民们也正趁着晴
天，晾晒受淹的衣被、家具。在村道
上，村干部正在进行详细的受灾统
计，并组织人员清扫垃圾、清理路
障。全村上下一片积极自救的景象。

据介绍，清港镇将积极联系农业
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对受损农户开展
灾后指导，组织人员尽早修复受损的
基础设施。 （金丽烽）

清港茶头积水退去
干群积极开展灾后处置

本报讯 “冬竹，风雨这么
大，你们赶紧回去，生命安全最
重要啊！”海山乡海山村第一党
支部书记陈灵义在海山乡支部书
记微信群里焦急地说道。

8 月 10 日凌晨，“利奇马”
步步逼近，海山乡海山村第二党
支部书记潘冬竹和其他 3名村干
部仍坚守在大塘河的抛西斗闸。
暴雨袭击下，大塘河水位迅速上
涨，潘冬竹带领其他村干部一起
开闸泄洪。

但当时海山乡已全域停电，

斗闸无法自动工作。
大塘河是海山乡的第一大

河，抛西斗闸直接影响着大塘河
的水位，能否正常泄洪对于海山
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言，是一
件大事。

“用手摇！”潘冬竹当机立断
做出决定。

手摇斗闸机对于青壮年来说
都是很吃力的，但潘冬竹却毫不
犹豫直接上手，用尽全身的力气
去摇。

风雨愈发猛烈，从海山乡支

部书记微信群里得知消息的陈灵
义很是担心，马上联系潘冬竹。

“不行啊，斗闸在抛西，这
是我们的责任！不及时把水排出
去，下游的养殖塘和农田损失会
更严重，搞不好对低洼地的老百
姓都会造成威胁。我们 4个人轮
着摇，一定能坚持到底！”潘冬
竹气喘吁吁地回答。

就这样，他们坚持了几小
时，齐心协力排除了险情。

（蔡莹莹）

狂风暴雨下，她手摇斗闸机泄洪
坚持不懈排除险情

8月11日，积水一退，龙溪镇丰顺粮食种植合作社社员们立即奔向稻田，清沟排渍，赶插晚稻，开展生
产自救。 詹智/摄

农民抢插晚稻自救忙农民抢插晚稻自救忙

8月 10日，在台风“利奇马”的
影响下，玉坎河水位暴涨，河里的小
鱼随着漫出的河水流向玉城街道多条
道路，出现了市民街头抓鱼的有趣场
景。 陈灵恩/摄

本报讯 “ 抬起来，抬起来，
慢一点，慢一点……”昨天上午10
时左右，一辆工程车缓缓驶入坎门
街道花岩礁村入村口，准备清理堆
积在路中央的泥石流。花岩礁村党
支部书记林荣华和村委会副主任洪
一飞在一旁指挥，以免车辆触碰到
被台风打落而凌空低垂的弱电线
路。

台风过后，坎门街道组织 700
多名党员干部和社会志愿者积极开
展灾后自救，花岩礁村就是其中之
一。

这一边，花岩礁村泥石流正在
紧张地清理之中，另一边，交通要
道上的扶绿清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
开。

在交通路上，室外温度高达30
多摄氏度，由街道党员干部及部门
站所等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救灾人
员，依然在高温下奋战，只见他们
三五人一组，合力将倾倒在地上的
一棵棵行道树扶起，再由园林工人
进一步处理。

交通路上，坎门街道安监所干
部梁伟吉从当天上午开始连续干了
几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午饭时间；
在海城路，坎门街道计生办主任陈
秀环和办事处几名同事，以及综合
行政执法人员正在紧张地清扫路边

的垃圾，全然顾不上曝晒。
据了解，如何保障城区街道以

及社区村居的道路安全畅通，是坎
门街道灾后自救的主要工作之一。
为此，街道办事处将辖区主要受灾
点划分成12个区块，各个区块由街
道一名班子成员任组长，街道层
面、部门站所、社区村居党员干
部，专业清障人员，以及自发参加
的群众志愿者等任组员，编织成一
张“我爱我家”灾后自救的社会网
络。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
求，目前把灾后抢险自救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做，预计
3—4天内能够还老百姓一个整洁、
有序、畅通的环境。”坎门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坚说。

（龚松 潘瑶强）

又讯 昨天，大麦屿街道第
一时间开展了紧张有序的灾后自救
工作，以尽快恢复群众日常生活生
产。

在环岛南路龙湾至鲜叠段道
路，大量滑坡淤泥堆积在路面上，
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了解情况后，
街道组织人员动用铲车等设备对路
面进行清理。

在鲜叠沙滩，大量垃圾堆积，

其中不乏毛竹等尖锐物体，存在安
全隐患。鲜叠社区及时组织党员、
巾帼志愿者以及海警部队前往沙滩
清理垃圾，迅速将毛竹等尖锐物搬
离，确保市民人身安全。

（茹冠钦）

又讯 超强台风“利奇马”
过后，楚门镇迅速行动，从镇领导
干部及村(社区)党员干部到普通群
众，全力以赴投入灾后自救工作，
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不管在大街小巷，还是农村田间地
头，到处都是身穿红马甲的党员干
部们忙碌的身影……

在昌业路、环保路、环河路及
工业园区，楚门镇组织清洁办人员
到现场对倒伏的树木进行处置，做
好环卫设施更换及绿化树木残枝清
理；湖滨社区、南浦社区、北渚社
区的党员干部针对老街停电情况开
展夜间巡防及居民走访，掌握居民
受灾情况及诉求，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中山、吴家、东西、应家等村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扫，恢
复道路整洁。 （应军）

又讯 今年第 9号台风“利
奇马”对沙门造成了严重影响。为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沙门

镇迅速行动，制定方案，统筹协
调，多方联动，以最昂扬的斗志、
最高效的行动打好“灾后自救”之
战。

昨天上午，沙门镇组织召开
“灾后自救”行动部署会后，迅速
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对倒伏占道的
树木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情
况进行清理，恢复道路交通顺畅；
镇爱卫办还联合市疾控中心和卫生
院工作人员，为各村进行消毒和防
疫宣传，并为村干部和村民讲解灾
后如何防疫等有关知识，提高群众
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组织人
员调配大型排水设备，连夜作业，
对滨港工业城园区的积水进行统一
排放，并配合电力部门对园区电路
电网进行抢修。

目前，沙门镇各项灾后自救工
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胡存超）

又讯 台风过后，鸡山乡树
木出现较多树木倒伏和断枝现象，
严重影响村民生活和出行。昨天下
午，该乡党群志愿者自发组织清理
倒树断枝及垃圾，及时解决村民出
行安全隐患。

据了解，在各方努力下，鸡山
乡两条主干道均已恢复通行。

（章文璐）

“我爱我家”灾后自救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