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潍坊8月13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书坚
在寿光市冒雨察看指导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
问参加抢险救灾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等，与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
员宋鸿晓、山东省军区司令员邱月潮、80集团军参谋长杨猛一起研究
抗洪抢险具体措施，协调解决抢险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王书坚先后察看了弥河营里镇西段、张僧河段和羊口下游西段等
抢险救灾现场。他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把抢险救灾
作为当前首要任务，统筹调配抢险救援力量，强化物资供应保障，全
力以赴加快抢险进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继续加强监测
预警和险情巡查，对重点区域、重点工程、重点险段等实行24小时值
守巡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记者 方垒 通讯员 王伟 叶文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台风“利奇马”

于今天14时停止编号，其带来的过程降雨量是我省有气象记录以来最
大值。

当前，我省防汛重点已经从台风防御转为抢险救灾，且抢险救灾
任务严峻。根据报灾系统统计，截至13日7时，受台风影响，全省16
市117个县（市、区）、853个乡镇（街道）373 . 19万人不同程度受
灾。全省紧急转移群众37 . 12万人，所有紧急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
置。

全省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努力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
序。针对暴雨洪涝灾情，我省已于12日9时30分启动省Ⅱ级救灾应急
响应，全省共调拨帐篷、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74106件套，并向
应急部申请400件套中央救灾储备物资。中央下拨我省防汛及救灾资
金1 . 5亿元，其中，防汛资金1亿元、救灾资金5000万元。拟安排1300
万元省级紧急救助资金支援重点灾区。

受此次台风影响，8月10日8时至13日17时，全省平均降雨量165 . 9
毫米，过程降雨量是我省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值，全省16市均出现暴
雨以上降水，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限值。各市平均降雨量：淄博
381 . 1毫米、东营329 . 9毫米、潍坊261 . 7毫米、滨州255 . 2毫米、枣庄
206 . 4毫米、临沂206 . 1毫米、济南194 . 7毫米、日照155 . 9毫米、泰安
117 . 4毫米、威海111 . 4毫米、青岛109 . 1毫米、济宁108 . 9毫米、德州
86 . 3毫米、烟台84 . 2毫米、菏泽68 . 4毫米、聊城53 . 5毫米。最大点降雨
量为滨州邹平市尚庄站692 . 0毫米。

今年以来和入汛以来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扭转之前持续同期偏少局
面。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71 . 5毫米，与常年同期偏多2%，较
去年同期偏多8%；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00 . 2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多16%，较去年同期偏多50%。

全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及东平湖蓄水总量67 . 17亿立方米，较
常年同期多蓄18 . 32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19 . 3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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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坚在寿光现场察看指导

抗洪抢险工作

台风“利奇马”

昨天14时停止编号
其带来的过程降雨量是我省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值

五支队伍齐集一个受灾村
灾害面前，社会动员力、资源组织力、思想凝聚力汇聚成强大的正能量

□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灾面前有大爱，冯学雁、冯恩欣两位村干
部在大灾面前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我们全家老少将衷心感谢，永远
不忘……”8月13日早上，在临朐县冶源镇车家沟村的大街上，村民
冯恩玺指着感谢信，慷慨激昂地给记者朗读了一遍。

“我就是一农民，不会说不会道，只能写一封感谢信表达我的感
激之情！”冯恩玺激动地说。

8月11日凌晨2点，天降暴雨，冯恩玺的老父亲、84岁的冯益昌在
睡梦中感到床在晃动，用手一摸床边全是水，急忙打开手电筒，看到
室内屋外已被洪水淹没。窗外，肆虐的狂风夹杂着来势汹汹的大雨，
老人居住的土坯房子随时都可能倒塌。

村党支部书记冯学雁得知情况，立即带领村干部冯恩欣冒着大雨
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冯益昌家。“到老人家的时候，屋里也全是水，
加上当时又停电，我和恩欣把冯益昌救出，然后又返回屋里救他老
伴，由于他老伴身体瘫痪，我只好用双手抱着老人出来了。”回忆当
时的情景，冯学雁仍然心有余悸。当时大门口的水太深了，两人就带
着老人从墙头倒塌的空隙走，脚下有淤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

“离走出洪水还有两米远的时候，我已经体力不支了，又被脚下
的石头一绊，眼看就要倒下，为了不让老人掉到水里，我只能仰面让
自己倒在水里，把老人托出了水面。”冯学雁说。

随后，两位村干部一人背起冯益昌，一人抱着冯益昌瘫痪的老
伴，快速转移到附近安全的村民家，嘱咐村民给他们煮了姜汤驱寒，
并连夜将冯益昌家的受灾情况反映到镇政府。看到两位老人转危为
安，冯学雁、冯恩欣才拖着疲惫的身躯离开，此时已是凌晨4点。

天刚放亮，雨仍然在下，来不及回家喘
口气，两人又迅速组织人员带上工具，找上
货车拉来沙子，去几家养殖户家中借来一千
多条编织袋，装上沙子，封堵住村里所有的
进水口，一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把临九路东
边的进水口全部堵住……

“身为党员，我在关键时刻就得站得出
来、豁得出去，与时间争夺生命。”冯学雁
说。

一封来自救灾一线的感谢信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8月13日，记者蹚着残存的泥水，来
到寿光市侯镇东南岭一村采访，村里忙
碌的一幕，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村里街道上残留着积水，墙上还可
以看到积水留下的水位痕迹。村党支部
书记和党员带头，村民主动开展自救；
就在这时，东南岭一村的“邻居”新华
制药寿光有限公司的志愿者来了，周边
三个村的村民志愿者来了，市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也来了：排积水，清淤泥，
扫垃圾，搞防疫。

一个受灾村，多方齐伸手。灾害面
前，社会动员力、资源组织力、思想凝
聚力在这里汇聚成强大的正能量。

下午4点30分，寿光市侯镇东南岭一
村泥泞的大街上，12名身穿蓝色工装的志
愿者，脚穿水鞋，手握铁锨，弯腰铲起
淤泥与垃圾，放进铲车内。不到5分钟，
一户村民门前的垃圾就被清理完毕。

这12名志愿者是新华制药寿光有限公
司的职工，他们由公司专职消防人员、
党员张建平带队前来支援。该公司距离
东南岭一村7公里，轮流歇班的员工作为
志愿者义务清理淤泥。

“水位下去后，村里道路上、庭院
中都有很多淤泥，我们帮一下，路就能
好走一点，村里就能快点恢复正常。”
张建平说。

8月12日夜间，侯镇丹河出现一个决
口，洪水直接流进紧邻决口的东南岭一
村。村内积水迅速涨至70厘米深，但决口
很快被堵上。张建平当时就是堵决口的
主力。守护了一夜堤坝后，张建平稍事
休息，就带领队员来到村中。“党员就
是为百姓服务的，咱不带头谁带头？”
张建平说。

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却留下了厚
厚的淤泥。“清理淤泥，整理家园，成

了我们村民最主要的任务。”东南岭一
村党支部书记宋维泉说。

在宋维泉发愁时，张建平带着队伍
来了，周边三个村的村民志愿者也来
了。

8月13日中午，刚刚撂下饭碗，丰台
岭村党支部书记郭西华就带着15名志愿者
拿着铁锨赶来了。这些志愿者干起活来
风风火火，他们有的清理淤泥，有的清
扫院子，有的帮着搬家具。“都是邻里
乡亲，困难时刻，大家更需要互帮互

助。”郭西华说。
和东南岭一村相邻的东南岭二村党

支部书记徐兰英也带着15名志愿者赶来。
他们没有去村委会报到，直接在村头就
清理起淤泥。“多搭把手，村民就多增
加一份信心，帮忙是理所应当的。”徐
兰英告诉记者。

东南岭三村有12名志愿者参与清理淤
泥工作。71岁的李爱娥回老家休息，听说
村委找人帮忙，主动报了名。70岁的李华
信认为身体硬朗，还可以为老乡出一把

力。74岁的张新泉说，只要能干就干点，
这点困难大家帮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8月13日下午5点，记者离开时，东南
岭一村的大街上尚有许多淤泥，但多数
村民家的庭院已经清理干净。

寿光疾控中心也已经在村里设置起
临时救助点。工作人员不断给过往的村
民发放消毒泡腾片，还有洪涝灾害灾后
防病知识要点等单页。其中对霍乱、细
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甲型肝炎等疾
病重点提醒，并附有预防措施。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8月13日，寿光市侯镇东南岭一村洪水退去，附近村民、企业志愿者自发前来帮助村民清理淤泥，重建家园。

众志成城抢险救灾 高效有序灾后重建
“利奇马”停止编号，抢险救灾仍在继续，生产生活逐渐恢复。

大众日报记者深入一线，对话干部群众，记录动人瞬间。退伍特种兵12小时协助救出上百人，大雨

中疲惫的消防员背靠消防车睡去，村“两委”迅速修路面、清路障、保出行……

一次次勇敢的行动、一个个温暖的故事，无不有力诠释：风雨中，我们齐心抗险，风雨后，我们重

建家园！

消防员小心翼翼转移被困婴儿
8月13日10点左右，淄博市桓台县马桥消防中队的消防队员从被

雨水围困的西孙小区，救出一个只有15天大的婴儿，消防员张国杰接
过有些哭闹的孩子，轻轻地哄拍，这时才15天大的小宝贝儿，竟然笑
了，张国杰也笑了。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许炳棋 冯岩 孟松 报道）

更多报道见
新锐大众客户端

8月11日以来，一张“大雨中俩消防员背靠消
防车睡着”的照片刷爆朋友圈。照片中两个酣睡
的消防员着实让人心疼，他们的睡姿被网友称为
“最美睡姿”。

13日，大众日报记者贾瑞君、李明见到照片
中的两位年轻消防员，他们来自广饶县消防救援
大队石村中队，一个是19岁的钟宝庆，一个是24
岁的于波。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两人腼腆地表
示：确实累了，同事看到这一幕拍了下来。

10日起，广饶县消防救援大队启动应急预
案，要求全员备战。10日晚上，钟宝庆准备抢险
救灾装备，一直忙到夜里12点，仅睡了两个小时
就起床站夜岗，凌晨4点才又睡去。于波则一直在
外参与救援，一夜未合眼。

11日上午6点55分，救援大队接到报警，正和
集团厂区内水涝严重，请求救援。救援大队立即
调派石村中队2辆消防车、1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
钟宝庆和于波参与了连续三个多小时的排洪救

援。
“忙起来的时候不觉得，同事替班歇下来之

后，才觉得累。”救援前就已经感冒的于波说，
他和钟宝庆当时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往消防
车后的挡板上一坐就睡着了。

12日下午，连续参与两天抢险救灾任务后，
钟宝庆才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父亲告诉我，
家里也被淹了，我心里很难受。但是父亲坚持让
我完成抢险救灾任务之后再回家。”

8月13日7点，大众日报记者刘磊跟随淄博市
临淄区齐陵街道驻村干部贾丽霞来到杨西村，虽
然还能看到台风暴雨“扫”过的痕迹，但村里已
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灾后恢复工作。找到村党支
部书记李杰时，他正在低保户李文生、李传生家
中，商量搬家事宜。

“两个低保户家中是土坯房，年久失修，存
在安全隐患。”贾丽霞说，因为担心大雨导致房
屋倒塌，她和李杰这两天忙活着为他们找可以转

移的住处。搬完家，贾丽霞和村里来帮忙的党员
都累出一身汗。“大家分头去其他重点户家中转
转，看看受灾的程度，商量雨后有什么补救措
施。”

“目前，我们的工作重心已由抗洪救灾、守
护群众平安逐步转向家园恢复重建。”齐陵街道
办事处主任巩飞告诉记者，辖区各村已经全面展
开灾后重建工作。齐家终村组成党员暖心志愿服
务队，深入村民家中，帮助他们转移被雨水浸湿

的粮食。梁家终村将“两委”干部组织起来，抢
时间修补路面，清理路障，优先保障村民出行，
后续再对路面进行彻底修复。

正在梁家终村走访困难群众、察看危房受灾
情况的齐陵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冰对记者说，“目
前，街道的驻村干部们正深入各村，对重点户、
受灾房屋、塌陷路面、受损大棚等进行统计和核
查，将最真实的数据、最需要帮助解决的困难反
映上来，有针对性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走村入户看损失，有针对性解难题

“伙计们，打起精神来，咱们是党员，要做
出个好样子。大家伙拿出昨天冒雨抢修的精气神
来，再战‘白山线’！”8月12日一大早，天刚蒙
蒙亮，邹城市峄山供电所所长、峄山“彩虹”党
员服务队队长王传道带领队员们又出发了，他们
来到10千伏白山线葛山分支，再一次抢修线路。

大众日报记者张誉耀、吕光社了解到，11日
上午9时，疾风暴雨中，邹城市峄山镇10千伏白山

线跳闸。接到抢修命令后，王传道立即带人展开
故障隐患点查寻，着手应急抢修。中午时，局部
降水量持续增加，风力最高达到8级，树木交互倾
倒，现场一片狼藉，抢修变得非常艰难。队员们
咬紧牙关，在暴风雨中持续抢修了8个小时，当天
21时，故障成功排除，电力供应恢复。“当时就
想赶紧修好，给老百姓恢复供电。”队员高善宪
说。

然而此后不久，在“利奇马”影响下，20余
棵树木被吹倒，葛山分支再次被破坏。8月12日早
晨，抢修工作再次展开。

尽管前一天湿透的衣服还没有晾干，疲惫的
身躯刚刚得到舒缓，可王传道的一声“集结
号”，峄山供电所“彩虹”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
又像紧绷的弓弦，投入到紧张的抢修工作中。12
日11时左右，二次抢修成功完成。

划船、下水、上树、上房，12个小时，章丘
小伙赵家贤与解放军和武警救援队伍一起，救出
上百名被困群众。

赵家贤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一名安保员，
也是一名退伍特种兵。受台风影响，赵家贤老家
相公镇皋西村被淹。13日凌晨，得知此事，刚值
完防汛班的赵家贤请了一天假，赶回村里。

“6点多赶到村子的时候，姥爷已经被蓝天救
援队救出来了。”赵家贤告诉大众日报记者申

红、张鹏程，虽然自己的亲人已经获救，但他悬
着的心并未落地：还有很多乡亲被洪水困在家中
无法出来。

洪水湍急，漫过河道，村中的河与路已经看
不清楚，不少大树也已倒在水中，营救工作十分
困难。武警官兵和蓝天救援队带来了冲锋舟，参
与过台风苏力救援任务的赵家贤马上请缨加入救
援。“这边的情况很复杂，救援人员对村子的情
况也不熟悉，咱必须要上。”

赵家贤和救援队员一起，乘坐3号冲锋舟绕过
障碍，很快就救出12个人。当他们放下人，再冲
进洪水中时，危险发生了：冲锋舟刮到了障碍
物，抛锚了，大水不断冲击，眼看就要翻了。
“我们赶紧用刀割断锚，才幸运地出来。”赵家
贤说。

一上午的时间，赵家贤与救援队伍一起，把
相公镇皋西新村的被困村民全部救出，紧接着又
投入到下午的相公镇皋西老村的救援行动中。

背靠消防车，“最美睡姿”感动众人

退伍特种兵，12小时协助救出上百人

持续抢修8小时，只为尽快恢复供电

淄博
临淄区

济宁
邹城市

济南
章丘区

东营
广饶县

（□采写：刘磊 申红 张鹏程 贾瑞君
李明 张誉耀 吕光社 统稿：赵君 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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