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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习霁鸿

10月13日下午，台风“圆规”登陆后强度迅
速减弱。海口并无暴雨，但海口排水中心美兰大
队排水中队队长梁洲却还是带着队员们在街头奋
战。雨水和汗水浸湿了衣服，他索性敞开了“小黄
人”的外套。

“今天正是由于‘圆规’带来了风暴潮，抬高了
海平面，海水水位高于内河水位，导致海水倒灌。”
海口市水务局排水中心设施与信息科综合联络员
陈冀解释，海口是滨江滨海城市，地势南高北低，雨
天时道路的雨水通过路边的雨水篦子收集，经过雨
水管道按雨水分区，分别排入市区的大同沟、龙昆
沟、海甸沟、美舍河等河道，再排往大海。即使在无
雨晴天，当海水潮位达到或超过2.5米时，市区地势
较低的部分路段也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

海水倒灌时，抽排水解决不了大问题，关键是
要等待潮位退去。但排水工人依然没闲着。当
天，海口大部分倒灌路段都位于美兰区，梁洲和队
员们忙着打开这些路段的雨水篦子，清理堵塞垃
圾，加速路面积水排入井内。“水退得快一点是一
点，方便群众下班回家。”梁洲说。

17时许，梁洲率队巡查到碧海大道江南城小
区路段。由于海水倒灌，这里积水约有20厘米
深。下了车，梁洲和同事们带着十字镐等工具，径
直蹚进了浑浊的积水里。

人手紧张，梁洲和同事各自负责马路的左右
两边。因为积水浑浊，看不清雨水篦子的位置，他
只能先沿着路边一路走。待脚底感觉到雨水篦子
的位置后，梁洲把手伸进浑水里摸找，再次确认位
置，随后利落地抡起十字镐，卡在篦子中，慢慢把
它撬起来。

雨水篦子一打开，积水很快汇集过来，形成一
个不小的漩涡，将梁洲卷在中间。梁洲定了定身
子，放下十字镐。一个雨水篦子重达几十斤，梁洲
蹲下身子，一手扶着篦子，一手仔细清理上面卡着
的树叶、垃圾等。

清完一个雨水篦子，梁洲的手顺势在浑水里
来回晃荡了几遍，就算是洗过了。就这样一个个
撬开，再一个个清理，这一天，梁洲和同事们不知
道清了多少个雨水篦子。

“还没干完呢，前面还有，咱们继续走！”暮色
四合时，梁洲站起身子，冲队员们一挥手，继续带
头往前走去。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口市区多条临海路段出现海水
倒灌，排水人员连续奋战

只为排水保畅通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10月13日临近中午，随着第18
号台风“圆规”逐渐靠近海南岛，海口
出现了强风雨。海口市美兰区文明
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幕韵披上雨衣，戴
上安全帽，就冲进了瓢泼大雨里。

在此之前，王幕韵刚接到美兰
区有关部门的指示：紧急转移白龙

小学低级危楼住户。“情况十分紧
急，大家要立即行动。”她召集了几
名工作人员，对转移工作进行了分
工：部分人员组织车辆准备转移群
众，她先行到场劝说危房里的居民
转移。

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水，身材瘦
小的王幕韵顶着强风前行。从社区
办公室到白龙小学低级危楼的路

程，平时只需要走10多分钟，而这
趟，她走了20多分钟。

白龙小学的低级危楼共有5层，
住着6户人家。由于楼体属于框架
结构，房屋建设年代较为久远，设施
结构相对老旧，致使该楼成为危楼。

“台风快到了，会十分危险，希
望你能转移到指定的安置酒店。”到
达现场后，王幕韵挨家挨户敲着门，

说明了转移的必要性。
头发已经发白的伍大爷拄着拐

杖，因为觉得行动不便，他一开始不
愿意下楼。也有的住户还没来得及
吃饭，想吃了午饭再转移。“可是没
人说得准危险什么时候会发生，我
们将全程为大家服务，确保大家的
安全，也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王幕
韵一再解释。

在王幕韵的劝说下，6户住户全
都转移到了附近的指定酒店。

看着住户登记入住后，还是放
心不下的王幕韵又走到了附近的便
利店，为转移的住户买了食品，一一
送到房间里。“我是党员，也是居委
会干部，就要带着大家冲锋在前，让
每一位群众的安全都得到保障”。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口市文明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幕韵冲在一线转移危楼住户

“让每一位群众的安全都得到保障”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蓝城一号小区门口发现两棵
树倾斜，已经影响交通”“假日海滩
有一棵大树倒伏，请马上过去处
理”……10月13日13时许，海口市
公共绿化管理所四站副站长方灵吉
正和园林绿化工人在风雨中清理倒
在马路上的树干。他手里的对讲
机，还不停地传来路面巡查员的“求
助信息”。

作为近5年来正面登陆海南的
最强台风，台风“圆规”登陆时的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2级。为减少台

风天树木倾倒造成的交通隐患，10
月12日晚起，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
所就已组织多支应急保障队伍，24
小时待命清理路面障碍。

随着台风登陆时间的临近，风
雨越来越大。13日14时许，在清理
完一棵倾倒的树干后，方灵吉赶紧
招呼队员上车稍作休息。

“无论什么情况，人员安全都是
第一位的。”在车上，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里面放着毛毯，以及八宝粥、
方便面等食物。原来，从12日晚上
8时开始，方灵吉就和应急队的队员
们开车在路上巡街。困了，就在车

上眯会；饿了，就用干粮充饥。
在其他队员打盹的间隙，满眼

血丝的方灵吉一边啃着面包，一边
查看手机上海口 12345 热线转来
的市民反映树木倾倒的信息。半
小时后，看到风雨小了点，方灵吉
赶紧叫醒队员，开着高空作业车，
带上枝条粉碎机，前往市民反映的
地点。

到达现场后，大家看到，倾倒的
是3棵6米多高的大树。因最近雨
水太多，造成土壤潮湿松动的原因，
3棵树全都被“连根拔起”，倒伏在马
路中央。

“对于这种大树，我们只能先把
枝条处理掉，移到马路人行道上，确
保不影响交通，等台风结束后再来
清理。”方灵吉说。

挪树并不是靠蛮力，需要的是
整个应急队队员间的默契配合。
方灵吉首先把提示牌放在周围，提
醒路过司机绕行。然后马上安排3
名队员用锯子将树的枝条锯断，扔
进粉碎机中粉碎。紧接着，将挂钩
和吊带绑到树干上，利用高空作业
车的吊臂，将树干从地面拉起，一
点点挪到了马路边。

方灵吉在海口园林环卫系统工

作近20年。近些年，每次的台风保
障工作他都会参与。他说，经历过
2014 年的“威马逊”台风后，海口
也积累了经验，每次都会提前组织
专门的应急队伍，在台风来临前后
清理倾倒树木，减少对市民出行的
影响。

“每次台风期间，我都是两三天
不能着家，家人也早已习以为常。”
方灵吉说，作为海口园林环卫系统
的一员，作为一名党员，这些都是分
内之事，“我们多点辛苦，市民就多
些方便”。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口园林绿化工人冒着风雨清理倒伏树木

“我们多点辛苦，市民就多些方便”

■ 本报记者 袁宇

“台风大概率会在博鳌登陆，大家
一定要重视。”10月13日上午9时许，
海南日报记者在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
美丽乡村建设指挥部见到博鳌镇副镇
长符文程时，他刚刚冒着风雨巡查完
村内防风防汛工作，顾不上客套，他直
接了当地对在此的莫村村“两委”干
部、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说道。

台风来袭，美丽乡村建设指挥部
“变身”临时的防风指挥部。符文程与
大伙一起对早上巡查的情况进行了总
结分析，明确“中午之前，所有处于风
险区域的群众都要转移到安全地区”。

留客村是莫村村委会下辖的3个
自然村之一，常住村民300多人。“防
台风，要防‘高’看‘低’，一方面，要清
理容易发生坠落伤人的隐患点，另一
方面，重点关注地势低洼的地区以及
危房。”符文程告诉记者。

记者跟着符文程巡查留客村，只
见再次进村的他直奔八旬村民陈士符
家。客厅、卧室、厨房……他逐一检查
老人家里是否存在漏水情况。

陈士符家的房屋是1974年一场
台风中毁坏后修复的。考虑到房屋老

旧且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经过一番
劝说，符文程和村干部说服陈士符与
老伴去亲戚家避风，并约定好台风过
后再把两位老人接回家。

在走访了住在低洼处的几户村民
后，风雨明显大起来。顶着风雨，符文
程带领村里的党员干部来到留客村内
的靠泊码头，这里停泊着数艘小型皮
艇。大伙七手八脚地加固绑皮艇的缆

绳，浑然不顾自己的衣服被雨水打湿。
12时许，分头出动的党员干部们

又在汀洲村民小组汇合了。大伙总结
汇报了巡查的情况：莫村所有在建民
房工地全部停工、工人全部到安全地
区避风，应当转移的群众均完成转移。

等到安排好下午的巡查工作，
大伙总算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会。记
者注意到，靠墙坐着的符文程很快

打起盹来。
然而，没过多久，符文程的手机响

起，那头传来的声音让大伙都清醒过
来：“一棵树被吹倒，堵住了进出村的
道路。”无需多言，大伙立马取出伐木
工具赶去事发地，一斧一斧地砍断树
木，清出一条通道。

巡查继续进行。“不止是我，全镇
干部都下村了。”坐在巡查车里，车外

雨水打在窗户上噼啪作响，符文程说：
“风雨越大，群众越需要我们。”

一路上风急雨骤，不时有被台风
刮倒的树木伏在前进道路上。见状，
符文程、钟可灿等镇、村干部都会从车
辆上取下伐木工具，冒着风雨清除障
碍。15时20分许，就在大伙全力清
理一处被台风吹倒的树木时，猎猎作
响的狂风突然间静了下来。

“进入台风眼了。”有着多年防台
风经验的符文程对记者说道。果不其
然，不一会儿，记者的手机便收到气象
信息短信：“圆规”在博鳌镇沿海登陆。

16时许，符文程等人回到汀洲村
时，一些村民正抓住“风眼”时的平静
清理自家庭院的落叶。“大伙暂时还
不要外出，台风还未完全过去。”他叮
嘱道。

打开手机查看微信工作群，发现
群内并未收到险情报告，符文程稍微
放松下来。他告诉记者，降雨相比“狮
子山”来袭时要少，镇墟及各村没有发
生严重积水，也没有村民被困或受
灾。“台风过后，就要帮助群众恢复正
常的生产生活了。”

（本报博鳌10月13日电）

◀ 琼海市博鳌镇党员干部移除
被台风吹倒的小树。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本报抱由10月13日电（记者昂颖）10月13
日，台风“圆规”登陆海南。受台风影响，乐东黎族
自治县出现强风伴强降雨天气。当日，乐东青年
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青年突击队，在九所镇、利国
镇、抱由镇、大安镇、莺歌海镇、志仲镇等地开展抗
击台风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风雨就是集结号。青年突击队通过上街派发
台风预警宣传单、微信公众号平台宣传等途径，多
渠道向广大群众科普防范台风应急知识以及安全
避险知识，引导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做好防汛防
风准备工作，提升百姓的自我防范能力。

针对乡镇存在危旧房、地处低洼、孤寡老
人多等情况，青年突击队全面展开隐患排查和
人员转移工作，对低洼、危房等危险地区的群
众进行安全转移，并对危旧房进行登记，修剪
清理易断树木，同时组织突击队员定点留守，随
时待命。

除此之外，青年突击队还对沿线村庄开展安
全巡逻，对区域内重点水域，水库、河塘、水桥等地
加强巡视，张贴“河水上涨危险注意事项”告示，及
时劝离滞留水边的人群，确保群众安全。

乐东青年志愿者组成突击队

青年集结战台风

10月13日下午，梁洲在清理雨水篦子。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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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登陆点琼海市博鳌镇党员干部全天候巡查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风雨越大，群众越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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