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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陈
娜报道 为了打赢防疫防病攻坚
战，省卫生健康委指派在浙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队和在浙国家突发
急性传染病防控队组成6支小分
队，指派8个市组建15支卫生应
急小分队，驰援15个灾情重点县
（市、区）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虽然第9号台风已离开浙江，
但是台风（洪涝灾害）带来的公共
卫生影响，还会面临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水源污染严重以及传染
病、常见病等增加的风险。灾后
的常见传染病包括：痢疾、霍乱、
伤寒、甲肝等肠道传染病，登革
热、出血热、钩体等虫媒传染病，
流感等常见急性呼吸道感染病。

8月11日中午，国家紧急医
学救援队（浙江）接到通知，要求
紧急驰援台州抗洪救灾。1个小
时内，浙江省人民医院20多位医
护人员集结完毕，副院长何强带

队奔赴台州。先头部队三辆车同
时出发，满载内外科诊治的急救
装备和药品。

根据省卫健委要求，救援队
首站到达天台县人民医院。国家
救援队以天台为驻点，并将临海
等受灾严重县作为重点救援地
区，同时辐射台州，做好灾后防病
工作，为人民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目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浙江）的第二批队伍也已经到达

天台。
同时，省卫健委要求各地组

织疾控、监督等卫生机构专业人
员，对辖区灾后防病形势进行一
次快速评估，在评估的基础上，统
一组织、科学规范地开展防疫防
病工作。积水退到哪儿，防疫工
作跟进到哪儿。发现病媒生物密
度较高的区域要制定科学合理的
控制方案，必要时可使用合适的
杀虫剂。

洪水退到哪里，防疫防病就跟
进到哪里，卫生消杀就跟进到哪
里。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8月11
日，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共派出卫生
防疫小分队1526支、7171人次；
完成防疫消杀面积1018万平方
米；发放健康教育资料40.22万份，
面对面健康教育覆盖群众33.86万
人次。截至8月11日19：00，累计
出动医疗救援队伍456支、2624
人次，救治伤员3102人。

本报讯记者羊荣江通讯员张
一旦、李晓春报道 这几天，永嘉县
岩坦镇山早村的严重灾情牵动着
全省人民的心。10日下午5时，省
交通集团龙丽温项目指挥部积极
响应温州市交通局号召，根据抗台
预案，组织文瑞段3标5名应急人
员、4名机械操作手组成抢险救援
队赶赴抢险一线。随队的有3台

挖机、1台铲车、3辆运输车等。
当晚11时13分，救援队赶到

了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附近，救
援队带来的挖掘机是到场参与应
急抢险的第一台挖掘机，抢险队
员在共产党员、队长朱应验的带
领下，经过一夜奋战，于次日早上
5时40分左右，打通了诸永高速
山早溪大桥桥头到桥下约80米

深的山早村应急救援通道。
11日上午，救援队伍继续向

山早村核心区域进发，但由于村
里一处水泥路被洪水冲垮，机械
无法到达房屋倒塌最严重的核心
区，救援队只能让挖掘机从1米多
深的溪里沿着河流开到核心区附
近上岸，然后开展倒塌房屋清理、
沿河垮塌道路交通恢复等工作。

新华社杭州 8 月 12 日电
根据浙江省防指的最新数据，
截至8月 12日 7时，超强台风

“利奇马”已致 667.9 万人受
灾，因灾死亡39人，失踪9人，
紧急转移安置 126 万人（其中

集中安置 55.4 万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23.4 万公顷，倒损房
屋 4.1 万 间（其 中 倒 塌 房 屋
4150间）。

目前，各地搜救工作仍在进
行中。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本报曾多次报道过的“路虎哥”
周海峰，在这次抗台救灾中，不
但自费购买20艘冲锋舟，还带
着员工一起参加救援，网友说：

“这位浙江好人要上中国好人榜
了。”

8 月 10 日，有着 200 人的
“萤火虫社会爱心公益群”，始终
关注着台风“利奇马”的动向。
开始时，群里发的是灾区有关救
人信息等，在下午5点不到时，
一则关于“临海市急需冲锋舟”
的信息在群里传开了。周海峰
马上在群里问大家：“我要去买，
谁知道哪里有卖？”此时，群友们
忙开了，各显神通，很快找到了
卖家。

“在救人时，要备好油。”“不

要在临海南下，要从临海北下高
速。”“运冲锋舟的货车底盘要高
一点！”……群友把周海峰没想
到的都想到了。

就这样，周海峰顾不上休
息，连夜带着员工投入到紧张的
抗灾救人中。天亮后，公司员工
送来了2000箱矿泉水、饮料等。

周海峰，系台州高乐高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州市温
州商会常务副会长。就是2018
年在台州市椒江区一个十字路
口下车背老人过马路的“路虎”
司机。

昨日上午，记者在采访周海
峰时获悉，他已买了5吨大米和
蔬菜、食用油等，准备和员工一
起把这些物资送去乐清市仙溪
镇福溪社区。

记者阮向民报道 8月 11日
傍晚，台风过境，朱月祥拖着疲惫
的双腿走进了家门，眼前的一幕
让他有些无奈：屋子里到处都是
积水，墙面由于长时间被水浸泡
粉刷层脱落，斑驳不堪。“床头屋
漏无干处”，杜甫笔下的情景这一
刻真实再现。

“其实也没超出自己的想
象。”朱月祥对记者说，“之前家人
几次打电话告诉我家里成了‘水
帘洞’，让我赶紧回去处理，但我
哪里走得开啊。”

朱月祥是嘉兴秀洲区王江泾
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今年已经
55岁，从9日下午2时镇里召开抗
台紧急会议后，整整两个昼夜，他
一直坚守在抗台第一线。

王江泾镇地处江浙边界，是
嘉兴的“洼地”之一。这些年通过
小城镇改造，拆除了大量危房，群
众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此次强
台风来袭，排摸下来只有三户人
家需要暂时撤离，工作量不算
大。但是让朱月祥牵肠挂肚的是
沿镇的两条河，一条是京杭大运

河，一条是与江苏盛泽交界的麻
溪港。

就在“利奇马”入境的前几
天，麻溪港的堤坝被一艘大型运
输船撞开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大
裂缝，还来不及修补，就要面对
超强台风的考验，这让朱月祥的
心一下子揪紧了。“麻溪港岸边
是王江泾的老集镇，有两个老小
区，万一堤坝被大水冲垮，后果
不堪设想。”按照镇里的分工，朱
月祥联系这一片区，他深感责任
重大。

9日晚间，朱月祥来回在堤
坝巡查，那时水位还远远低于裂
缝，这让他暗暗松了口气。到了
第二天深夜，“利奇马”呼啸而
来，一时间狂风大作，暴雨倾
盆。深夜11时 20分，朱月祥吃
下一碗泡面，再次来到堤坝巡

查，这一次巡查让他不由得倒吸
一口冷气，河面水位短时间暴
涨，已经非常接近堤坝裂缝。老
朱立即拨通了镇里的值班电话，
请求支援。而这时，家里的电话
也接二连三打来，“家里面的

‘雨’越来越大了。”老朱顾不上
说一句安慰的话，心急火燎地挂
断了电话。“我是一名有着26年
党龄的老党员，灾害面前，分得
清哪个轻哪个重。”

20分钟后，抢险小分队载着
沙包抵达现场，10多米长的裂缝，
又要抢时间争速度，20多个抢险
队员有点忙不过来。

几乎不假思索，老朱甩掉进
水的雨靴，脱去缠绕在身上的雨
衣，用嘴咬着手电筒，投入到抢险
中。半个小时后，堤坝上的裂缝
终于完成加固，老朱脱下衣服，拧

了把水，穿上后继续在河边巡查
……

整整两昼夜，老朱根本没时
间回家换衣服，所以身上这件衬
衫总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也分
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而载着他
一路巡查的爱车也严重进水，昨
天再也坚持不下去，被拖到了修
理厂。

11日晚上，朱月祥总算在家
里踏踏实实睡了个安稳觉，醒来
后准备开始小家的灾后“自救”。

“其实修补起来很简单。”朱月祥
告诉记者，由于他的房子处在顶
楼，排水沟被堵塞，导致雨水渗
漏。老朱找来工具，还没等他爬
上屋顶，电话再次响起，镇里要商
讨灾后的相关工作。

老朱默默收拾起工具，家里
的事，再等等吧……

本报讯 见习记者何良玉 通
讯员张海霞、杜杨报道 受到台
风“利奇马”影响，8月10日凌晨
2点，东极变10千伏黄兴B193
线 B项接地，导致线路开关跳
闸，舟山东极黄兴岛处于停电状
态。接到这个消息，省劳模蒋海
云带领舟山供电公司东极供电
服务站红船服务队（以下简称

“红船服务队”）冒雨对故障点进
行隔离修复。

当晚，在缺少外部力量支
援的情况下，红船服务队与时
间赛跑，与天气赛跑。蒋海云
将红船服务队人员分成两组，
一组人员值守发电机组，确保

如遇故障停电能够第一时间供
电，另一组人员由他带领清理
压倒在电杆上的树木，抢修故
障。崎岖的山路上，全是泥巴
和杂草，举步维艰。

“我们只能憋足劲推着100
多斤的照明工具，扛着抢修设备
徒步赶往现场。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咬牙一直干着，只希望村民
们能正常用上电。”蒋海云说。

一整天，蒋海云带领着站里
的员工一直奋战在抗台抢险第
一线。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蒋
海云回到服务站时疲惫不堪，随
手泡的泡面还没吃几口，便趴在
桌上睡着了……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报道
“设备无法生产，每一天损失都
在增加，检修设备恢复生产是公
司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在临
海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里，总经理车建波看着厂区内被
水浸过的设备，焦急地说道。

临海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后，
该企业400余台设备全部进水，
虽然企业第一时间组织自救，但
短时间想恢复生产比较困难。

不过，他的“救兵”很快就到
了。昨日一早，临海市总工会组
织了一支技术高超的劳模服务

队，帮助企业进行设备检修工
作。当天，企业就已经恢复部分
生产。

“我们很多设备都是进口
的，等厂家的售后技术人员到来
还要一段时间。”车建波说：“市
总工会派来的劳模服务队，技术
都很不错，解了企业的燃眉之
急，真的是非常及时。”

据了解，当天临海市总工会
派出20余名劳模服务队成员，
分组前往全市各乡镇街道，共为
10余家企业提供设备检修、技
术指导等。

第一台挖掘机
挺进永嘉山早村

一碗没吃完的泡面

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蒋海云疲惫不堪，泡面还没吃几口，便趴
在桌上睡着了。

灾难面前
彰显劳模担当

台州“路虎哥”周海峰
买20艘冲锋舟

参与救援

大批卫生应急小分队驰援我省灾情重点县

坚决打赢防疫防病攻坚战

一边是堤坝开裂 一边是家里进水
一个基层工会干部在超强台风面前的坚定选择

“利奇马”已致浙江
39人死亡9人失联

第一时间助企恢复生产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昨天，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才
方，省总工会副主席董建伟分赴
遭台风“利奇马”重创的临安和临
海两地，深入受灾企业，走近受灾
职工，将“娘家人”的关爱与关怀
带到企业职工身边，为他们增强
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信心。

张才方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临
安毛坦矿业有限公司和临安合发

莹石矿业有限公司，两家矿区企
业在这次台风灾害中受灾严重。
风雨侵袭加上洪水倒灌，导致两
家企业都出现了房屋倒塌、设备
被淹的情况，预估损失大约在
500万元左右，所幸的是两家企
业的职工都很安全，目前两家企
业共计78名职工都处于停工状
态。

张才方详细了解了企业的

受损情况和人员安置情况，并代
表省总工会将慰问金和慰问物
资送到企业负责人手里。他鼓
励企业负责人要重树信心，积极
展开自救，争取早日恢复生产，
并嘱咐当地工会干部，要深入受
灾一线，与企业、职工在一起，了
解他们的困难，团结引领广大职
工积极开展自救，与企业携手共
渡难关。张才方将慰问金和慰

问品递到 4 名职工手中，他表
示，“娘家人”始终和职工在一
起，同患难、共进退。

随后，张才方一行还赶到受
灾严重的岛石镇新桥村，看望了
坚守在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职
工，为他们送去了省总工会的慰
问物资。在下许村（大坞自然
村），张才方实地走访查看了几位
职工的家庭受损情况。他表示，
要把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科学有序地展开灾后自救、
灾后重建，要把企业和职工受灾
情况及时、准确地上报当地工会
组织，在党委政府统一组织下重
建家园恢复生产。

昨日，省总工会副主席董建

伟一行赶赴临海，代表省总工会
对当地受灾企业和职工展开慰
问。

在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建伟仔细了解了企业的受灾情
况，以及目前开展的灾后自救进
展，看望了两位家住临海古城街
道的受灾职工。并为企业和职工
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物资。

随后，董建伟又来到临海市
总工会，详细了解工会的受损情
况，并慰问了参与救灾的工会干
部。董建伟表示，各级工会干部
要发挥连续作战精神，引领和动
员广大职工克服困难，积极参与
灾后自救，为企业恢复生产贡献
力量。

“娘家人”始终和职工在一起！
省总工会领导赴临安临海展开灾后慰问

张才方赴临安慰问受灾企业和职工。

董建伟赴临海慰问受灾企业和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