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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0时许，记者驱车前往平潭澳前镇。
在澳前玉道村的临时过渡安置点，区、镇、村干部以及潭东

边防派出所官兵正挨家挨户做转移工作。
村党支部书记丁祥德正劝离群众。“带点衣服就可以了，吃、住政

府都已安排好了。家里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人员巡逻。”在他的劝
说下，村民丁祥团走出家门。丁祥团刚做完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行动不
方便，丁祥德扶着他坐上停在门口的中巴车，安排在前面的位置坐下。

丁祥德告诉记者，临时安置点都是活动板房，靠近海边，危
险性较大，2013年“潭美”台风刮倒了不少房屋。6日，接到防抗
台风通知后，他们就前来动员人员转移。同时，组织人员对临时
过渡安置点房屋进行加固，疏通四周的排水沟。

据介绍，临时过渡安置点共需转移110多户、350多人，一部
分在城关和其他地方有亲戚的，就动员他们转移到亲戚家，其他
人员由政府统一安排转移到附近的金坤度假村、澳前台湾小镇。

两个多小时内，60多名 70岁以上老人已被转移到金坤度假
村，记者也跟随中巴车来到金坤度假村。

党员、村妇女主任陈华娇忙着安排房间。“依伯，您跟他住一
间可以吗？”“您眼睛不好，我扶您到房间。”……把村民们都安顿
好后，陈华娇又忙着安排午饭。

走进村民丁世胜房间，一个大标间宽敞明亮。他已把行李放好，正
在跟老伴聊天。“转移出来，还住这么好的宾馆，我们很放心。感谢政府
帮助我们转移，也感谢党员干部、边防官兵对我们的照顾。”丁世胜说。

17时许，记者再次来到临时安置点，海边风大浪高，风吹过来活
动板房铁皮“哗啦啦”地响。临时安置点所有村民已全撤离，潭东边防
派出所官兵拉起警戒线，并再次挨家挨户确认人员转移。“我们安排6
名边防官兵执勤，24小时不间断巡逻，确保村民财产安全。同时，防止
村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回流。”潭东边防派出所教导员欧进军说。

安全转移
□本报记者 王凤山

8 日 18 时，“尼伯特”对莆田市沿海的影响加大。在强风袭
击下，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后江村主干线一条供电线路 10千伏
电缆意外中断，造成全村停电。

驻村党员干部立即联系区电业局，不到半小时，工程抢修队
伍赶到现场。18时 30分，雨势越来越大。6名党员施工人员冒雨
施工，有的爬上电线杆，拆除旧线路，有的从抢险车上拉下电线，
调试零部件。由于发生中断的线路处在村主要交通路口，车流量
大，容易造成堵塞和交通事故。于是，挂钩该村的区、镇党员干
部，与村党支部成员一道，冒雨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19时，雨越下越大，现场的党员干部及施工人员衣服全被湿
透。狂风暴雨增加施工难度，施工人员轮流上阵，抢时间、赶进度。

“通电了！”20时，线路得到更换，电力恢复，比正常情况下
提前两小时完工。

雨夜抢修
□本报记者 陈荣富 通讯员 唐群英

8日中午，仙游县海安村避风澳口内整齐停靠着34艘渔船。
市海洋与渔业局干部吴其通顶着大风，来回逐条检查渔船，

确保没有渔民返流回船。
前一天夜里，已撤离上岸的一些渔民担心渔船固定不牢，站在

岸边焦急地张望。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吴其通召集几位身强力
壮的年轻党员，用绳索和铁链帮助渔民将几艘没有固定牢靠的渔
船重新加固，渔民们这才安下心来上岸避风。此时，已是下半夜了。

在海安村澳口内避风的异地渔船多，船员撤离上岸后，因为离
家远无处可去。吴其通又联系枫亭镇政府和当地渔港公司，将80多
名异地船员分批送往镇上宾馆、渔港公司办公室等地妥善安置。

“安全撤离船上人员，一个都不能少。”截至 8日 16时，吴其
通和同事们在海安村避风澳口劝离返回渔船的渔民 4批、11人
次，确保船上不留一人。

船上不留一人
□本报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谢于思

8日，在龙海市榜山镇莲池水库，榜山水管站站长蓝国华带
着老技术员沈文元，和水库管理员一道，细致地检查水库。

这已是防抗“尼伯特”启动以来，他俩第五次来到该水库。
这一次，他们是来察看库容情况的。“这座是小Ⅰ型水库，总

库容 179万立方米，这两天泄洪，目前库容降至 136万立方米，
已控制在145万立方米的汛限库容内。”蓝国华介绍。

榜山水管站主要负责管理莲池、浮山两座水库，九龙江沿岸
国营堤防9.78公里、社队堤防5.4公里，以及13处水闸。每到台风
天，蓝国华和站里工作人员都要逐一巡查管片内水利设施情况。

台风到来前天气闷热，蓝国华、沈文元专注巡查，额头上挂
满豆粒大的汗水。

问他们：“累吗？”
蓝国华很干脆地回答：“不累！我和老沈都是党员，台风天

气，党员不冲在前，不做好表率，怎么让其他人认真工作？”

第五次来到水库
□本报通讯员 龙闻 记者 张辉

塑料袋套上一挂葡萄，再用铁丝缠绕固定在藤架上……8
日下午，在连江县东岱镇湖里村的葡萄园里，村党支部书记詹长
华正与几位镇、村干部帮助农户詹月凤为葡萄套袋并固定。

套袋、缠绕铁丝，这样的动作詹长华已记不住重复了多少遍。“我们
多为葡萄套一个袋，台风打来的时候农户就能少点损失。”詹长华说。

7月，东岱镇1000多亩巨峰葡萄即将迎来收获季。随着台风“尼
伯特”的到来，如何减少因灾损失，近百户葡萄种植户的期盼摆在了
当地党委政府的心中。一支由镇村干部及党员志愿者组成的近百人
援助队伍迅速奔赴全镇葡萄种植园。他们废寝忘食，为葡萄套袋固
定、加固藤架、疏通排水沟，并组织采摘部分已成熟的葡萄串。

“这个季节雇工比较困难，多亏村里干部帮忙，今天基本可以
完成10亩葡萄园套袋，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种植户詹月凤说。

18时，当记者离开时，东岱镇镇村干部仍忙碌于果园里、码
头边、地灾点附近，这一夜对他们来说又是不眠之夜。

为葡萄穿“雨衣”
□本报记者 赵锦飞 通讯员 林冰 于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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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个台风“尼伯特”来袭，7 日，第
31 集团军“强军精武红四连”所在师接到
上级命令后，千余名精干力量迅速出至可
能受台风严重影响的宁德、闽清等地全时
待命。

14 时 30 分，该师作战值班室接到上
级兵力动用命令，宁德市柘荣、霞浦、福安

三地部分地区地势低洼，遇到台风暴雨天
气，极易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

该师迅速启动抢险救灾紧急预案，
399 名官兵、25 台运输车、9 艘冲锋舟……
所属某团在 30 分钟内完成出动准备。

7 日 19 时 20 分，三支任务分队分别到
达预置待命地域，经短暂休整后，官兵又

转入紧张备战，连夜召开部署会研究完善
行动预案，并与地方相关负责人商定协作
计划，确保科学有效救灾。

8 日 13 时，该师再次接到闽清县求
援，驻福清某团 300 余名官兵当即赶往闽
清，协助当地干部群众搞好台风防范工
作。

截至 8 日 15 时，该师已累计出动官兵
4 批 695 人，46 台车，12 艘冲锋舟，官兵已
在任务地域完成安营扎寨，正帮助当地群
众捆绑加固、转移重要物资，展开应急抢
险出动演练，党员突击队纷纷签下军令
状，分区划片深入一线定点帮扶，确保台
风登陆时万无一失。

出发……
□本报记者 何海铭 通讯员 王喆

本报讯（记者 何海铭 通讯员 郑
明） 8 日，省公安厅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部署防御台风工作。

目前，全省公安机关正积极配合党
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危险地区
和部位的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福
州、厦门、莆田、泉州等地公安机关全警
取消双休，宁德、平潭、漳州等地公安机
关组建应急机动小组。全省消防部队7日
起进入二级战备。福建边防总队组织官兵
24小时值班备勤。

公安：进入“战斗”状态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通讯员 林
丽萍） 截至8日16时，国网福建省电力有
限公司已累计出动 10276 人次加强输配
变电设施的巡查和隐患治理。抢修人员及
抢险物资已全集结到位。

国网福建电力提前对 335 户重要及
重点保障客户进行用电安全指导，对防
灾指挥中心、排涝站、医院等用户配电室
防洪防涝和自备电源等情况进行排查。

电力：出动万人次巡查

本报讯（记者 张静雯） 8日，省国
土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

8 日 20 时至 9 日 20 时，福州市的鼓
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区、晋安区、
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
县、福清市、长乐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三
明市的梅列区、三元区、大田县、尤溪县、
沙县、永安市，泉州市的洛江区、惠安县、
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晋江市、南安
市，漳州市的芗城区、龙文区、长泰县、南
靖县、华安县、龙海市，龙岩市的新罗区、
连城县、漳平市，宁德市的蕉城区、霞浦
县、古田县、柘荣县、福安市、福鼎市，厦
门市的思明区、海沧区、湖里区、集美区、
同安区、翔安区，莆田市的城厢区、涵江
区、荔城区、秀屿区、仙游县，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为黄色预警，应根据雨情组
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发区域监测、
巡查和防范，根据险情转移受威胁群众。

这些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黄色预警 注意防范

本报讯（记者 吴宏雄 通讯员 陈
昌和） 为保障“尼伯特”期间公路通行安
全，8 日，省交通厅发出预警。

预计 9 日 19 时前，我省受大暴雨影
响的主要路段有沈海高速公路福州—莆
田—泉州段，324 国道福州—莆田—泉
州—厦门同安段，104 国道福州境内段；
受暴雨影响的主要路段有沈海高速公路
厦门—龙海段，福银高速公路福州—闽
清段，104 国道浙江苍南—福建福鼎段，
205 国道三明—永安段，316 国道福州—
闽侯—闽清段，319 国道漳州—南靖金山
段，324 国道漳州境内段；受大雨影响的
主要路段有沈海高速公路漳浦—云霄—
诏安段，福银高速公路福建南平—江西
南城段，205国道连城朋口境内段，316国
道南平—顺昌—邵武段，319 国道龙岩—
连城庙前—连城朋口段，324 国道福建漳
浦—云霄—诏安—广东饶平段。

省交通厅提醒，过往车辆应绕行或
谨慎通行雨情严重的路段，驾驶员要注
意观察路况，避免公路上方山坡滚石、路
面障碍物等危及交通安全。

这些路段预计雨情严重

注意观察 谨慎通行

8 日 18 时，福清市沙埔镇赤礁村。记
者跟随镇村干部走上海堤巡查，狂风夹杂
着雨点袭来，让人差点站不住脚。

看到海堤险情排除、安全无恙，镇党
委书记严峰和村干部等人才放心撤离，此
时天色渐晚，乌云密布。“虽然看情况，台
风对我们这里的影响没预报得那么大，但
我们一刻也不能抱侥幸心理，不能放过一
个隐患。”严峰说。

为了“零隐患”，镇村干部之前通宵作
业，排除了海堤上的两处“窟窿”。

赤礁村共有2.7公里海堤，每次台风来
临时都是重点巡查的地方。“7 日上午在镇
里开完防抗台风的部署会后，镇里的包村
干部和我们村两委干部马上行动，分头到
包片的村民小组通知渔船回港、渔民上岸，
在建的工程停工并加固，并彻底巡查一遍
海堤。”村党委书记陈继煌说。

7 日傍晚，在巡查中，他们发现海堤有
两处共十几平方米的塌陷。“虽然只是沙石
松散的小问题，但我们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假如台风带来的影响比较大，海水漫上来，
这里就会形成管涌，非常危险，所以须在台
风来临前排除这个隐患。”沙埔镇政府副主
任科员、联系赤礁村的党员干部林俊说。

镇村干部立刻组织工人，挑条石，拌
水泥，铺沙子……十多个人干了一个通
宵，终于把两处“窟窿”填补好，加固好。

“我们镇共有 22 个村，其中 21 个村有
海堤。每次台风来，我们都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渔船回港、渔民上岸，最重要的就是
确保海堤安全，而这个须从每个细节做
起，不遗漏一个隐患。”在到下一个村江厦
村巡查过程中，严峰说。

不遗漏一个隐患
□本报记者 段金柱 通讯员 陈苗

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吴江
波） 省通信管理局6日发出紧急通知，部
署防御台风工作，要求全力保障通信网
络安全畅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铁塔
公司全力备战。至 7 日 19 时，福建电信已
预备抢修车辆 143 辆；福建移动组织应
急抢修队伍，全面做好巡查、加固工作。
福建联通与铁塔、合作单位共同组建了
施工应急保障队伍 189 支。

通信：力保网络畅通

宁德蕉城区三都镇党员先锋队队员在转移群众宁德蕉城区三都镇党员先锋队队员在转移群众。。 吴旭涛吴旭涛 颜凑颜凑 摄摄

8日，霞浦边防官兵在帮助瓜农抢收
西瓜。 夏斌 郝亚军 摄 8日，泉港边防官兵抢险小组队员帮助渔民抢收海货。刘益清 袁春辉 摄

8日，南靖县农技人员在田头指导农户防范台风。 郭碧燕 游雪慧 摄

88日日，，在宁德市礁头码头在宁德市礁头码头，，边防边防、、武警官兵正装填沙袋武警官兵正装填沙袋、、加固海堤加固海堤。。 袁自由袁自由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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