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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抢险救灾 重建家园

12 日上午，记者一行深入新桥片

受灾山区，从大山川村到桥川村，一

路上，看到了很多忙碌的身影，有电

力工人，有各路民兵，有党员干部，

还有村民等等。天灾无情人有情。道

路坍塌中断，民兵徒步深入山区抢险；

儿子一线抢险，母亲因失联为儿担忧；

孩子老人被困，村干部翻山连夜背出

……一幕幕暖心的画面，坚定了受灾

村民重建家园的信心。

抵达大山川村大坞自然村时，接

近上午 10时，来自太阳镇民兵应急排

的民兵们正忙着清理道路上的淤泥。

民兵连长张晓东告诉记者，他们早上

7:30 从太阳镇出发，因为道路中断，

车只能停在几公里外，扛着旗帜和工

具，徒步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大坞自然

村。“到达时已经快九点半了，我们

一共来了 43个人，分两组，分别在两

个村开展道路清淤工作。道路上除了

淤泥还有很多碎石，清理起来比较麻

烦，所以进展比较缓慢。”

据了解，太阳镇民兵应急排民兵

们清理的道路是倒上线，是大山川村

的主干道。民兵们刚到的时候，倒上

线大山川村段淤泥很厚，最深的地方

到膝盖处，小车勉强能通过，大车根

本无法通行。一直到中午 12:40 左右，

花费 3 个多小时，500 米道路完成清

理工作。“现在这个情况，小车和大

车都能通行了，我们也加把劲，争取

在今天把剩下路段清理干净。”时间已

接近 13：00，因为道路中断，中饭没

能及时送达，太阳镇民兵应急排的民

兵们找了个没有被水淹到的地方，拿

出饼干啃了几口后，又立马投入到抢

险工作中去。

王其科是大坞自然村村民，由于

房屋沿溪而建，受这次台风影响较大，

一楼小卖部全部被淹。“10 号下午，水

漫上来很快，刚开始还没到膝盖，两分

钟后就已经到胸口了。还好躲得快，人

没事。”王其科一边说着一边清理一楼

的泥水和砂石。王其科在上海上班的儿

子王亚运，10 号傍晚 7 点左右和家人

失去了联系，心急如焚的他第二天一大

早就开车往家里赶。“东西淹了没关系，

人没事就好，看到家人无恙的那一刻，

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在自救

过程中，王其科父子的心态都挺好，王

亚运笑着说，既然灾害无法避免，那就

想办法抢救，他已经请好假，等家里差

不多恢复了再回去上班。

离开大山川村大坞自然村一直往

桥川方向行驶，前进过程中因为道路

坍塌等问题，被迫中断好几次。走走

停停，有几个路段和村庄，满目疮痍。

为了抢险，一批又一批人员奋战在一

线，忙碌的身影让原本寂静的村庄多

了几分生机。

到达下许自然村的时候，因为前

方路段正在抢修，我们又一次停车等

候。在等候过程中，记者遇到了村民

王阿姨。“你们也是进去抢险的吧，

进来喝杯水再走。”王阿姨招呼道。交

谈过程中了解到，王阿姨的儿子许棋

波是一名消防队员，台风登陆第一天

就冲在一线。“刚开始电话还能打通，

后来村里断电断网，我们就联系不上

了，我很担心他。”11 日晚上，王阿

姨终于和儿子联系上，在电话中得知，

儿子已经连续好几晚没休息了。王阿

姨告诉记者，连续抢险三天两晚的许

棋波先后去了银坑村、岛石镇等地，

终于在 12日中午回单位休息。“他说

现在单位待命，马上又要出发了。儿

子在一线抢险，我们很担心，但这是

他的工作，我们支持他。现在电话联

系上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失联带来的恐惧有多大，联系上

时的喜悦就有多大。“姐姐，你别哭，

我没事，爸爸妈妈也没事，你不要担

心了。”12 日下午 3 点，12 岁的汪蕾

正和在临安打工的姐姐汪铭视频，这

是姐妹俩 10 日晚失联之后第一次联

系。10 日晚上，汪蕾还在和姐姐视

频，姐姐汪铭还提醒妹妹关好门窗，

不要出门，要听爸妈的话。八点左右，

通讯突然断了，一时间汪蕾急得哭了，

嘴里还喊着姐姐。汪蕾和爸妈在断电

的第一时间就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

是心里一直想着姐姐，想和姐姐报个

平安。在临安打暑假工的汪铭，因为

突然中断的视频悬起了心，但由于道

路不通，一直无法回家，只能一次又

次地拨打电话。在抢险人员的努力下，

东坞村于 12日下午恢复通讯，汪蕾第

一时间跟汪铭联系，那一刻，汪铭哭

出了声。

“下午 5 点，发现家里一楼有水漫

进来，我就赶忙让村民帮我把两个孩

子抱了出去，安置到地势较高的邻居家

里。”说起 10日下午发生的事，桥川村

东坞自然村村民刘丽颗依旧一阵后怕。

刘丽颗家在村口，位于河道下游，

下午 5 点左右，当意识到河水开始漫

入家里，刘丽颗就想到把家里的两个

孩子和老人先转移到安全地带。没想

到，水漫得太快，5 分钟不到，家里

的水就没过了她的腰身，孩子转移出

去后，来势汹汹的泥水瞬间阻断了返

身之路，她 70 岁的婆婆被困在了家

中。“当时我婆婆还在二楼，几个男

邻居尝试着进去，可是水实在太大了，

几次都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只能在外

大声喊话，安抚她的情绪。”刘丽颗

说，当时他们都很担心，但也真的很

无力。一边，刘丽颗因为家人被困担

心不已，另一边桥川村党支部书记张

正高和村主任胡冬夏正带着几位党员

干部，冒雨翻山前往东坞村。晚上 9:

30 左右，通过村干部和几位党员的合

力协作，刘丽颗的婆婆终于被背出家

中，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日下午，刘丽颗的丈夫张正平

正和河桥民兵应急连的民兵们一起，

清除家中的泥沙石块。张正平说，台风

来袭当天他还在临安上班，没能及时赶

回家，真的非常感谢邻居和村干部，还

有其他救援人员的帮助，要不是大家不

顾自身危险齐心救助，后果不堪设想。

据了解，桥川村共 11个自然村，15

个村民小组，整个村比较分散。东坞自

然村位于整个村的最源头，一共 71 户

农户。在本次台风灾害中，71户农户遭

受不同程度损害，其中 29 幢房屋被泥

沙冲击，2 幢被冲毁，大多数村民家中

的厨房无法使用。

村主任胡冬夏介绍，虽然村庄受损

较严重，但因为村自为战、提前谋划、及

时转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台风过后，

在村两委的组织安排下，没有受灾的村

民家厨房便成了临时大食堂，村民们自

发拿来家中的菜米油盐，一起烧一起

吃。另外，村委也安排村民小组长前往

村委统一领取救灾物资，送到每户村民

家中，保障了村民的日常饮食。

12 日下午 4 点半左右，72 岁的村

民陈大奎正在帮忙洗菜，他说：“家里的

土灶、煤气灶、电饭锅都用不了了，相邻

乡亲就一起互帮互助，大家一起渡过难

关。”说话间，厨房屋顶的烟囱已经冒起

了烟，三两村民开始忙着做晚饭，其他

不少村民也来到了为数不多的空地上，

一起聊聊天，彼此安慰鼓励。

记者 潘鑫卉 见习记者 楼飞宇

军民合力 村自为战

岛石镇新桥片抢险自救有序推进

台风和暴雨虽然已经过去，天空蓝得特别澄

净。而天空之下的村落，一片狼藉。车子漂在水面

上，冰箱陷在泥沙里，马路旁边是桌椅的“残肢断

腿”，路上往来的行人无一不沾着泥浆。“利奇马”

潇洒走了，却给灾区百姓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

子”。岛石镇银坑村是重灾区之一，眼到之处，满是

泥浆浸泡过的痕迹。

12 日清晨，方林山拿着铁锹把地下室的泥水

往外锹，用竹制扫把用力清扫地面。“唰、唰、唰

……”似乎扫去了一层皮，可污渍已经“根深蒂

固”。原本雪白的墙面上也留下了黄色的印记，似

乎是山洪故意向人们宣示它的“胜利”。

方林山家经营着一家店铺，主要销售化肥、

农药等物品，而他家的仓库是用来堆积货物的，

仓库大概有 250 平米。跟随着方林山的步伐，

记者走进了仓库。整个仓库暗沉沉的，时不时

飘来刺鼻的臭味和泥土的味道，地面上的泥浆

水还是可以没过脚背。“全都没了，眼睁睁看

着东西被冲走。”方林山回忆，当时洪水就从旁

边的田里迅速冲了出来，从小门灌进地下室。

有用的东西全毁了，没用的东西都堵在家里。

“幸运的是家人都安全，水退去后，我们就开始

清理淤泥。”

方林山家门口堆放着破烂的桌椅、冰箱、厨

具，还有和黄泥混在一起的各种垃圾。“人活

着，生活就要继续，我们自己先动起手来，能清

理多少是多少。”上午的阳光有些猛烈，方林山

额头和手臂上的汗水不断流下来。

“就像鬼子进村一样，家里几乎被‘洗劫一

空’。”11 日下午，方富萍到家后，这样形容自

己看到的一切。“毛估估家具电器损失在五万以

上。”来不及悲伤的方富萍马上套起雨鞋，撸起

袖子开始收拾屋子。“先把自己家里打扫一下，

好有个落脚的地方，弄好了再去村里帮忙。”

当然也有一部分村民来不及打扫自己家的房

子，就先走到一线，清理村里的公共空间。今年

71 岁的方卫力就是其中之一。“我家地势比较

高，情况还好，就是小儿子的房子有点严重。”

方卫力说，他是村里的一份子，自己家里不严重

暂时可以先放一放。虽然年纪大了，但扫扫地、

搬搬东西还是有力气的。“我们把基础做好，进

一步的救援才能及时跟上。”

还有银坑村的网格员方玉芬，发生山洪的时

候，她是从三楼搭梯子逃生的。当然，她的家里也

是惨不忍睹。在雨水退去后，她第一时间加入人员

搜救队伍。记者采访时，她家的地下室还堆积着满

满的泥沙。“救援队伍

都来帮我们，我们要

做好保障工作。”方玉

芬又加入了“厨娘”队

列，为武警官兵、民兵

组织等救援队伍烧饭

做菜。

记者 朱艳

不靠不等 银坑村受灾群众积极开展自救

水灾后易现疫情。11日、12 日连

续两天，区卫健委、区疾控中心、区乡

村医生协会及昌化、昌北人民医院，到

两昌地区开展灾后防疫工作。

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12 日

当天，该中心与前来支援的 6 名市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共 21 人，分三组奔

赴河桥、龙岗、岛石镇。他们看到不少

集中式供水系统被毁，和许多农户家

里一样，充塞着淤泥。他们将带来的

425 公斤漂白粉、1 万片漂精片、140

瓶含氯泡腾片，挨家挨户送到农户手

中，并指导他们对生活饮用水和室内

外环境进行消毒。沿途，还悬挂好 18

条宣传防疫的横幅，张贴好 40 张预

防肠道传染病海报，下发各类宣传单

页 1500 份。

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龙岗

往上溪方向道路还未全通，接下去几

天，要加派力量前往，确保灾后防疫

无死角。同时，他们要求各地卫生

院、村卫生室进行症状监测，关注发

热、皮疹、腹泻、黄疸和中毒等症状

并每日上报。截至发稿前，各地情况

平稳。

昌化人民医院的医疗救援从 11

日就开始了。当天他们进驻岛石镇政

府周边，12 日，其中一支小分队包括

三名医生、两位护士，随救护车来到银

坑村。他们发现这里不少老百姓出现

轻微过敏、感染、划伤等症状，当即与

村干部商讨新的方案，打算组织针对

性的药品，并邀请区中医院皮肤科专

家，次日再来银坑村驻点服务。

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暑期，细菌繁

殖加快，苍蝇、蚊子滋生多，食品极易

腐烂变质。台风过后，降雨和积水也容

易引发包括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

以及皮肤接触引起的各种疾病。人员

接触疫水机会增多，将导致人体抗病

能力下降，容易传染肠道病、伤寒及食

物中毒等。因此，需要做好重点区域的

卫生消毒和杀虫工作。

记者 孙梦蕾 朱艳 见习记者 楼飞宇

医疗系统深入一线进行灾后防疫

10 日，9 号台风“利奇马”正面登陆浙

江。当天下午，杭州临安消防分指挥中心陆续

接到多个报警，称龙岗、岛石一带出现险情。

接警后，临安消防分指挥中心先后调派

昌化专职消防队 2 车 13 人、临安消防中队 2

车 14 人赶赴现场处置，同时调派临安狼行

公益救援队、民安救援队、北斗救援队前往现

场协助处置。因通往岛石镇浙西大峡谷约 10

公里道路已塌陷，车辆无法到达，全体指战员

到龙岗镇镇政府集结待命。

10日晚上 9 时，岛石镇银坑村姚家山自

然村村干部发出求援信息，该村一新建房屋

因对面山体滑坡导致冲塌，可能有 4 人被

困。临安消防中队党员指战员蒋俊豪、项俊

杰、倪烜、冯建占、张波及班长梁晓瑞 6 名同

志主动请缨，与应急、镇干部、民兵、民间救援

队等人员组成 18 人突击队，分成 3 组携带

卫星电话，前往岛石、上溪、新桥三个主要灾

区腹地，摸清灾情，建立联络点。

因周边断电，突击队在无任何照明的情

况下，冒险徒步约 20 公里。途中，遇到多处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险情，突击队员们克服

重重困难，艰难挺进。11日凌晨 0 时 30 分，

一组到达岛石镇，经与镇政府了解，房子倒塌

导致 4 人被埋压，其中 1 人已遇难。了解情

况后，一组突击小队继续北上，徒步 10 余公

里到达银坑村事故地点。同时将情况反馈给

指挥部，指挥部遂即调派以临安大队党员干

部吕志静为增援指挥员的 8 人增援小组，携

带雷达生命探测仪、无齿锯、绳索、破拆工具

等装备前往银坑村增援，于 11 日 8 时许在

银坑村完成汇合并展开搜救。

11日凌晨 0时 20分，二组、三组从龙岗

镇政府出发进入上溪、新桥方向，主要任务是

勘查从望湖村到峡谷源村沿途所有村庄受

灾、人员伤亡等情况，在无通讯无电力的不利

条件下，奋力开辟出第一条救生通道和勘查

路线。因能见度较低、道路情况复杂，突击小

队在望湖村村委会休整后，早上 5 时 30 分

携带各类救生装备步行进入灾区勘查情况，

沿途经过 14 个村庄，往返步行共 50 余公

里，途中遇塌方、断桥 30 余处，救援小队利

用木板、岩石等搭建简易桥梁，协助路政、电

力做好抢修工作，共疏散引导群众 300 余

名，转移并紧急救助伤员 3名，并将此次受灾

区域内部情况和路线第一时间通过卫星电话

汇报给指挥部。在掌握上溪和新桥人员安全

并无重大险情后，又调头北上银坑村增援搜

救。17时 02 分，二组、三组到达银坑村与一

组救援力量汇合并参与搜救任务。

11日，杭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又先后增

派特勤、西湖、战勤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

搜救，支队全勤指挥部、应急通信保障分队也

到达龙岗镇指挥部。全体消防指挥员不休不

眠，与各级应急救援力量持续开展救援至 12

日凌晨 4 时许，搜救出所有被埋人员。此次

救援，杭州消防支队共计出动 14 个消防中

队、1 个专职队，27 辆车、145 名指战员、2 条

搜救犬。

通讯员 章旭 陈志权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消防连战 40小时
出动指战员 145人次

毛豆荚 4 元一斤，茄子 3 元一斤，青椒 4 元一斤……12

日上午，龙岗镇汤家湾村临时农贸市场里各色菜蔬一应俱全，

价格也比较平稳。

鄢强军是龙岗镇汤家湾村人，他拎着一袋菜蔬，对记者

说，每天到菜场来买菜，菜价基本和之前一样。受台风影响，菜

价有一点上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己家里也种了蔬菜，台

风期间就没有特意多买一些菜放家里。

龙岗镇汤家湾村临时农贸市场大部分菜蔬批发自於潜和

昌化，当地菜蔬比较少。鲜肉店老板徐成才经营肉店生意 30

多年，他说，台风期间农贸市场里货源充足、供应正常，菜价比

较稳定，猪肉价格也差不多，比之前涨了一点点，也是猪肉供

应的原因。

农贸市场附近的大卖场里，饼干、八宝粥、方便面、矿泉水

等货品近期热销，台风前手电筒卖得比较多，大卖场负责人

说，很多货品运送到了灾区，原本一天卖三四十箱矿泉水，这

两天翻了一番。大卖场货物由厂家直接供应，非常快捷，大卖

场本身也有备货，供应没有问题。 记者 郑逸菲

灾后龙岗市场
货源充足物价平稳

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临安城管人闻

“风”而动，全力迎战台风，要求全局上下做最

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最细的排查、最优的

指挥、最强的队伍。深夜、凌晨，风里、雨里，临

安城管人逆风而行，涌现出了一段段的感人

事迹。

10 日凌晨两点，放下背上的小孩，龙岗

中队的队员凌聪瘫坐在了地上，小孩和其余

30多名游客终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暴雨来袭，龙岗望湖山上露营点还有 30

多名游客在露营，必须马上转移。接到任务

后，中队长龚竹平带着全体队员就出发了。

“天很黑，雨很大，路也不通了，我们和镇里的

工作人员还有公安一起爬山上去了，半个多

小时才到露营点。大家一对一帮助游客、背抱

幼儿，历时两个小时，才将 30 余人全部安全

转移。凌晨三点多回中队休息了一下，早上 7

点他们又出发了。龙岗镇大峡谷片受灾严重，

龚竹平和队员们丝毫不敢懈怠，直接去了龙

井桥村，上午清理路面掉落石头和放置警戒

牌，并和镇村转移群众到安全地带。

9 日晚，玲珑中队对辖区内工地进行巡

查，发现地铁一标段上泉村工棚还有 90 余

名工人居住。队员们马上联系工地负责人，随

后动员全部工人进行转移。10日上午风雨交

加，队员们再次对该工地进行排查，发现有部

分抱有侥幸心理的工人折返回了工棚。队员

再次走进工棚，耐心告知工人们危险性。

为了安顿好这些转移的工人，玲珑中队

不仅与城际铁路一标段负责人联系，同时又

紧急与五中校长进行协商，后由五中提供四

间教室暂时作为该批工人的安置点。因转移

的人数较多，车辆紧缺，中队利用执法车辆对

人员进行转移，本次共转移人员 56人。

将工人们转移到五中安置点后，中队还

与玲珑街道一起，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安

置点。

记者 汤君芳

风雨中那些美丽的城管身影

龙岗小学操场上，一架直升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正准备

出发去往龙岗镇东塔村运送发电机、柴油等物资，数名工作人

员随行。随着灾后救援工作的开展，道路逐步恢复畅通，12日

上午，直升机完成了最后一批物资的运送。

受台风“利奇马”的影响，岛石、龙岗受灾尤为严重，多处

道路被冲毁，断电断通讯，村民被困村中，物资短缺。11日，我

区启用直升机空中索降救援物资。

11 日中午，来自金汇航空救援的直升机抵达龙岗，12 时

左右开始第一次运送。下午，从龙岗小学起飞到龙岗镇玉山

村，这一段空中直线距离为 18 公里的路程，直升机只用了 6

分钟。抵达玉山村后，通过索降，两台发电机、两桶柴油，一些

通讯设备，包括两名电力技术人员安全降落。

除了运送通讯设备、发电机等物资之外，直升机也承担着

勘察灾情，开展救援，以及把消防、武警等各方救援力量送进

受灾村的任务。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唐寅

琦介绍，直升机飞一趟可以为好

几个村运送物资。直升机上有呼

吸机等设备，是一个小型 ICU，紧

急情况可以随时救援。

记者 郑逸菲

直升机完成物资运送

9 日，我区启动防台 I 级响应以来，区住建局第一时间

落实值班值守人员，组织力量深入一线抗台防汛，确保实现

“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

区住建局质安站工作人员冒着大风暴雨开展了民工宿舍

区域检查，及时做好人员疏散和安置。全区 320 个工地全

面停工，同时加固活动板房 4047 间，加固临时设施 3381

间，加固围挡 24183 米，加固重大起重机械 334 台，加固

基坑 23 个，转移撤离人数 14419 人。

危旧房里老百姓的安全也牵动着住建人的心。台风登陆

前，区住建局全力做好危旧房人员转移安置。18 个镇街对

农村危旧房人员转移安置，合计 190 户，总计转移 502 人。

同时，对城区状况较差的房屋开展安全检查。特别是对我区

现有 69 幢采用清空、加固、观察使用方式解危的危房进行

督查，全面排查 104 幢套直管公房。

区住建局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系统内的党员干部，始

终把防汛抗台和抢险救灾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坚守岗位、加

班加点，有序开展各项应急抢险工作。对城区 30 余个重点

道路和在建市政项目均安排专人巡视值守，重点巡视基坑、

围挡、积水以及道路沿线绿化乔木。对全区 150 余个物业

管理小区全面进行抗台防汛排查工作，对全区 15 个城镇污

水处理厂、18 个镇街的 1466 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终端均进

行了全面检查。

记者 汤君芳

区住建局
全力以赴做好抗台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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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开始，大批的爱心人士驾车前往龙岗、岛石

受灾严重的村庄送物资，导致龙岗、岛石两地的救援路上

更加忙碌拥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安全，保

障救援路畅通，今天下午临安区抗台防汛救援指挥部发

出一则通知，通知说，因部分

道路还未抢通，仍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广大爱心朋友，不要

自行运送物资到受灾点，可联

系现场工作指挥部，捐赠物资

接收、发放等情况我们会及时

向社会公开。

联系人：方先生

联系电话：13335810136

求扩散！爱心可以代收
不要自行运送物资到受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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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杭州市疾控中心和区疾控中心为临安岛石镇银坑村送来漂白粉、泡腾片

等消毒药品，并指导村民饮用水消毒和外环境消毒。

本版摄影 /记者 金凯华 朱艳 陈伋 胡建强 通讯员 周梦洁 郭芳

电力工人用人工的方式把抢修物资运到故障点，抢通电路。

岛石镇桥川村东坞自然村抢通道路。

岛石镇政府采购物资送到受灾村。

临安城管队员转移在龙岗镇野外露营的游客。

军民合力除险保畅通

只想给家人报个平安

村自为战合力护家园

邻里互助建起野大食堂冶

“如果动作快一点，我还可以再救一个人的

……”12 日，离山洪爆发已经过去两天，岛石

镇银坑村妇联主席唐平爱仍然陷在自责当中，不

断用手抹着眼泪。她的眼睛周围，因为多次摩

擦，皮肤已经泛红。而她的声音已经非常沙哑，

甚至说不出话来。

10 日下午一点多，唐平爱和几个村干部、

网格员到村子里头一处地质灾害点观察有无特殊

情况发生。“当时山上的水猛地冲下来，人已经

走不上去，小河里的水已经慢慢涌上岸。我一看

情况不太对，就通知其他村干部先去把村里一个

90 多岁的老人转移。”唐平爱说，老人家住在老

车站附近，地势比较低，还是旧房子，可能会有

危险。

到达老人家里的时候，地面上已经积起浅浅

一层水，老人在房间里睡觉，他的儿子、女婿还

没意识到危险性。“婆婆，醒一醒，我们换个地

方睡。”怕老人禁不住刺激，唐平爱没敢说出实

情。“可老婆婆睡眼惺忪，还糊里糊涂的，不愿

意走。”唐平爱和村书记扶起老人，准备“强制”

带走。

可是唐平爱个子矮小，一米五不到，而老人

身形较大，身体又僵硬，要背着，后面又要人托

着，人手不够。唐平爱立刻跑到马路上叫人帮

忙。“那个时候水已经大得不得了，我往回走也

走不了。”唐平爱告诉记者，刚好外面有个村民

走进来，就叫住他一起去救人。十多分钟后，也

就是下午快 3点的时候，大家终于把老人转移到

了附近地势较高的房子里。不到 20 秒时间，

“嘭”地一声，老人的房子被冲倒了，只剩下前

面和右边的墙壁。灾后，唐平爱去拍了照片，门

楣边的泥渍依旧清晰。

雨越下越大，四面八方夹杂泥沙的水都向着

村庄主干道上聚集，沿路沿河的房子无一不遭了

秧。唐平爱和村书记、村民也困在房子里出不

来，可他们还想再出去救几个人。“我和书记的

手机响个不停，都是求救电话。”

当时，她们对面的超市里还困着 3 个人，可

他们实在过不去，马路跟河道已经融为一体。于

是他们就打电话叫人从后山方向破窗而入，把 3

个被困人员救了出来。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唐平爱只记得出来时

天空已经很黑了。他们是摸着墙壁、踩着人家门

口的台阶才走回家的。平时 1分钟的路程，硬是

走了六七分钟，头顶冒出了汗。“困在那里时就

听说有两个老人失踪了。第二天上门了解群众受

灾情况时，才确认总共有 3 位老人被水冲走了。”

唐平爱控制不住哭了起来，“如果我们早点发

现，如果我们动作快一点，我们或许还能再救一

个人。”这种自责深深埋在她心中。

其实，唐平爱家受灾也很严重。山洪发生

时，她丈夫还在岛石镇上，她 17 岁的女儿独自

在家。“当时只管救村民了，女儿也没顾上。”

不过好在，她家人都平安无事。现在，女儿也跟

着她，帮她打下手、安抚老人情绪。“我觉得我

妈妈很勇敢，当时我很害怕但也很感动。我是护

理专业的，我要尽我所能帮助村里的人。”她的

女儿方苗韩说。

据邻居们介绍，唐平爱是个非常负责任的

人，是用良心做事的人。自 2015 年担任银坑村

妇联主席，一直尽心尽力，也曾获得过市“十佳

助老员”。“做事要凭良心，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相互之间有感情，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如果

我当时快一点，他们 3个就不会……”唐平爱又

一次哽咽。 记者 朱艳

“如果快一点，我还可以再救一个人”

记者采访唐平爱时，她一次次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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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勇士徒步进入灾区
联通“孤岛”通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