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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曹维燕

“心疼这俩货，把身上衣服脱给
老人，全身被树枝划成‘刺猬’，辛苦
了……”近日，宁海红十字飞狼应急
救援队队长李浩能在朋友圈发了两
张图，让人看了蛮心疼——一位队
员背上布满了伤痕，趴在床上。原
来救援队员经历60多个小时，在深
山里找到走失老人后，为了让老人
躺着舒服一些，救援队员脱去身上
的衣服垫在了老人身体下面，这个
小细节感动了不少人。

4天 3夜，60多个小时，这次走
失老人的搜寻是红十字飞狼应急救
援队一次普通的救援行动，也是他
们在每次行动中最真实的写照。

搜救走失老人
途中还打捞了一个溺水者

7月6日，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的
68岁大伯走失。家属说，老人当天
下午2点左右从位于跃龙街道的家
里出门，当时手上戴有一个定位手
表。之后就没回过家。

晚上 9点，李浩能接到了家属
的求救电话。晚 9点 25分，两组救
援队已经根据家属提供的最后定位
信息，直奔竹口幼儿园附近进行搜
救。

两组救援队从幼儿园附近一路
纵深搜寻，从晚上11点一直奋战到
了第二天早晨5点。漫长的一夜搜
寻无果，经过两个小时的休整，救援
队在上午 7点半开始出发，又一直
找到下午 5点。这样高强度的搜
救，一度让老人的家属都支撑不
住。但救援队员们却始终坚持着，

“早一刻找到，老人生存的希望就更
大。”

就在救援队紧锣密鼓搜寻老人
的同时，李浩能的电话又响了。他
接到求援信息，有人在西店凫溪大
桥落水了。李浩能带领的小队正在
回总部休整的路上，接到电话后，他
立马调转车头去了凫溪。

但是赶到现场时，无奈落水者

已经溺水多时，没有生还的希望。
不过救援队还是派出三个潜水员打
捞了近 3 个小时，将人打捞了上
来。虽然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但李
浩能还是不禁在朋友圈感慨：“天天
说防溺水，但还是有人下水，一条鲜
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我们能做的
只有这么点，愿天堂没有溺水。”

而这个搜救途中的小插曲并没
有让救援队停下搜寻走失老人的脚
步。

队友脱衣护老人
队长说这是在“玩命”

救援队前后分批出动了 60多
人，根据监控以及手表定位信息，老
人后来走到了梅林街道杨梅岭村，
还上了塔珠岭山。

飞狼救援队分成三组上山搜
索。7月 9日上午 10点多，经过 60
多个小时的努力，奄奄一息的老人
在一座山上被救援队找到。他躺在
一个小水沟旁，浑身湿透，上衣不知
去向，鞋也丢了一只。“他还活着，还
能对我们笑。”队员通过对讲机告诉
队长。

最先发现老人的是队员赵光
强、张友义以及女队员杨优娣。为
了让老人舒服些，三位队员把自己
的外套脱下，垫在地上，再把老人抬
到了上面。赵光强和张友义又把T
恤衫脱下盖在老人身上，并给他喂
了些盐水。其他队员又从村里找来
一块木板，把大伯放在木板上从山
里抬了出来。

这条山道人迹罕至，按村民们
的说法，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人走了，
四周长满了茅草，光着身子的赵光
强和张友义多处被划伤，杨优娣裸
露的手臂上也满是划痕。

其中受伤的张友义来自湖南，
31岁，在中通快递工作。“我擦了点
膏药，现在背上还有点疼。”他告诉
记者。而赵光强今年 28岁，宁海
人，从事模具工作，他于 2016年加
入飞狼救援队，原因是想“帮助更多
的人”。

他们舍生忘我的举动感动了不
少人，但身为队长的李浩能虽说看
了蛮心疼，还是狠狠斥责了他们一

顿。“从情感上说，队员们发自内心
去保护老人的举动可以理解。但出
于理性，我对他们脱衣服的行为不
认可。作为一名救援队员，只有在
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
地帮助其他人。”李浩能说，山上毒
蛇虫蚁出没，脱了衣服就相当于解
开了队员的一道生命锁，说得严重
点就是在玩命。希望队员们在今后
的行动中还是首先要保障自己的生
命安全。

救援队中的“女中豪杰”
有一半是白衣天使

这次找到走失老人，女救援队
员杨优娣功不可没。

作为飞狼救援队的医疗救护组
长，救援途中，她也将衣服脱下给了
老人，手臂上也被荆棘划满了伤
痕。不过她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这也不禁让人开始注意到这支
男性荷尔蒙爆棚的救援队中的这些

“女中豪杰”。日常，她们除了参与
搜救工作，还要负责救援中的物资
供给和医疗工作，可以说是救援队
强大的后勤部队。

前阵子，十几名游客被困在双
峰片区的张辽村，队员们奋战在一
线搜寻，而女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
上跋涉 9公里，将食物和医疗物资
送到队员们手中，以便他们持续作
战。天黑、崖高、路窄，她们却义无
反顾。

记者了解到，现在飞狼救援队
中有七八名女队员，其中四名是奋
战在医疗一线的普通护士，分别来
自城关医院、120急救中心、第一医
院急救科和桥头胡胡方斗骨伤医
院。除了异常繁忙的工作，她们还
要在休息的间隙，投入到这份没有
一分钱报酬，完全是义务的公益事
业中去。“希望自己的加入能让救援
队的救援更具有专业性，同时为大
家做出一些贡献吧！”一名不愿透露
姓名的队员表示。

自成立以来，宁海红十字飞狼
应急救援队出警 300余次，仅今年
已经帮助找回20多名走失人员，收
到受助群众各类锦旗30余面。

遍体鳞伤只为换来老人生的希望
飞狼救援队搜寻走失老人的60小时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周露盈） 缴纳水费是每一
个用水户应及时履行的义务，但力
洋镇的冯某、应某，日前却因拖欠
水费被诉至当地法院，现已正式进
入民事诉讼程序。这是怎么回事
呢？

据了解，冯某、应某于 2013年
2月与县水务集团签订了《供水合
同》，5年多来，他们使用自来水却
以各种理由拒付水费，至 2018年 5
月，两户水费总额超过 500余元，
分别产生违约金 1400 余元、2500
余元。

县水务集团表示，一般情况会
对欠费户采取停水等措施，待欠费
及违约金清缴完毕后，才能恢复其
供水。对欠费金额较大或行为影
响较为恶劣的，不排除通过司法途
径采取强制措施。目前，县水务集

团正在积极与中国人民银行对接、
洽谈将自来水缴费信息纳入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达成合作后，
凡按时缴纳水费和未按时缴纳水
费的情况，将接入银行建立的“企
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因此，提醒广大用水户要密切留意
水费缴纳情况，及时结清水费。

此外，由于夏季夜间是工程施
工、绿化维护的高峰期，有些作业
人员私接管道甚至擅自开启公共
消防栓窃水，其行为不仅侵害了供
水企业的利益，而且造成部分地
段、小区供水不足。对此，水务集
团将加大工作力度，坚决打击窃水
和损坏消防栓的行为。在此，也请
广大用水户积极举报，如有发现私
接、擅自开启公共消防栓窃水等违
章行为，请及时拨打水务热线
65550018进行举报。

连续五年拒交水费被起诉

自来水缴费信息或将纳入银行征信系统

严昊翔

北京时间 2018 年 7 月 11 日凌
晨 2 点，圣彼得堡，世界杯半决赛
法国VS比利时。

这场半决赛，欧洲红魔比利时
当仁不让着红，高卢雄鸡法兰西一
如往常衣蓝。

本届世界杯比利时脱胎换骨
给人以大大惊喜，世界杯五场比赛
全胜，共攻进 14 球，接近场均三
球，无论面对的是哪支球队，比利
时核心德布劳内、阿扎尔、卢卡库
那强大的攻击力都会像他们球衣
上的红色烈焰般将敌人吞噬焚烧。

而拥有格列兹曼、姆巴佩、博
格巴等巨星，整套豪华阵容号称价
值 11 亿欧的法国，从世界杯开赛
以来四胜一平也未尝败绩，他们牢
牢控制中场，传导球发动进攻如水
银泻地，大开大阖举重若轻，仿佛
浩瀚无边的大海，轻轻卷起一重碧
浪，便轻易将对手覆灭在自己万顷
巨涛之下。

海水一路席卷澳大利亚、秘
鲁、丹麦、阿根廷、乌拉圭而来，烈
焰焚尽了巴拿马、突尼斯、英格兰、
日本、巴西，火势滔天。此刻，海水
烈焰交汇在圣彼得堡体育场，这两
支本届世界杯最强的队伍水火不
容，他们将争夺去往莫斯科的唯一
名额。

整体实力上法国肯定是占优
的一方，但是德尚却选择了让出控
球权。因为姆巴佩、格列兹曼、博
格巴，甚至坎特都能提速，并且他
们几人具备瞬间打穿对手防线的
实力。法国的防守层次感十足，中
路很难被攻破。如果对手选择边
路起球，两个中卫又具备很强的争
顶能力，整场比赛轮流照顾比利时
头号射手卢卡库。

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打得有
声有色，到了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法国就高举防守反击的大旗，一滴
海水也轻易不流淌到比利时半场，
这虽然不是华丽的足球不是快乐
的足球更不是赏心悦目的足球，却
是本届世界杯最正确踢法的足球，

这届世界杯打传控的队伍都回家
了，打法相对简单高效的队伍赢得
更多的胜利，铁桶防守的乌拉圭，
莫德里奇(防反大师)的克罗地亚，
快乐的英格兰，东道主俄罗斯，打
日本踢了半天传控发现还不如打
高球，甚至上一场的比利时也是靠
防反打得五星巴西回老家。

相比之下，本场比赛比利时就
像火焰般一直在狂飙突进，核心阿
扎尔过人过人再过人，就像一道烈
焰把无数法国后防吞噬。体能满
格的阿扎尔真是又快又硬，球就像
黏在他脚下，人在球在，人过球过，
对位的防守队员估计心都虚了，博
格巴上手都拉不住。当天阿扎尔
的表现是超级巨星的级别，是比利
时最有力的推进器，无奈法国摆大
巴防守太密集，过了一道防线还有
另一道。据统计数字，本场阿扎尔
尝试过人十二次，成功十次，成功
率惊人，而且数次连过三人，本届
世界杯阿扎尔场均过人数和过人
成功率都是世界杯所有球员中的
第一。

从比赛场面来看，比利时占尽
优势，绿茵场两边泾渭分明，一半
是海水，一半是烈焰，表面上看是
烈焰附着着海水猛烈地焚烧，可惜
大海并不为之所动，它只是静静地
酝酿，待得时机来临，轻轻卷起一
个浪头，便将烈焰扑灭。比赛第51
分钟，法国队马图伊迪分球，吉鲁
背身倚住防守后转身打门被孔帕
尼挡出底线，格列兹曼开出右侧角
球，乌姆蒂蒂抢前点甩头攻门得
手，1-0，法国领先！

也许如同比利时队长阿扎尔
在赛后采访中所说：“如果今天先
进球的是我们，我们就会赢下来。”

可惜没有如果，狂飙整场的比
利时不得不面对出局的现实，连本
届世界杯最闪耀的新星姆巴佩最
后时刻都因为拖延时间吃到黄牌，
可见法国摆大巴防守的决心，比利
时不可能获胜。

烈焰赢得了场面，海水卷走了
胜利，最终法国 1-0 战胜比利时，
率先挺进决赛，这也是法兰西军团
继2006年世界杯后时隔12年再次
进入世界杯决赛。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烈焰

我看世界杯

建筑垃圾成堆，与风景宜人的中堡溪环境格格不入。
（吴先生7月10日摄于胡陈乡中堡溪）

垃圾随意倾倒，污染环境。
（许女士7月10日摄于模具城K1-1）

“城乡争优”随手拍

宁海电大宁海电大20182018年秋季招生公告年秋季招生公告
热烈祝贺宁波辅警学院成立，辅警学历提升报名继续中!

一、招生高校：
国家开放大学、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南

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

二、开设专业：行政管理、会计学、法
学、学前教育、金融学、工商管理、广告学、
汉语言文学、物流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英语、金融
学、市场营销、销售管理、电气工程与自动
化、电子商务、土木工程（含道桥方向）、护

理学、药学、建筑工程管理、金融与证券、工
程管理（含建造师方向）、建筑施工与管理、
财务管理、水利水电工程、国际经济与贸
易、旅游管理（含酒店管理方向）、工程质量
监督与管理、保险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机
械制造及自动化、工程造价、学前教育等。

三、学习方式：远程学习为主，国家开
放大学配有面授课。

四、考试地点：均设在宁海电大。
宁海电大是我县唯一的教育部统考

考点。
五、学历文凭：修满规定学分，获得相

应高校颁发国家承认的专科或本科学历毕
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
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
学位。

六、收费标准：各高
校学费标准不一，每学
分 90-110元不等，详情
欢迎来人来电咨询。

7月29日入学测试，欢迎报读！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海学院是省示范性县级电大，现有专职教师25人，外聘老师30人，在校本、专科学历教育学生近

3000人。学校现代教育设备先进，教学管理规范，课程设计科学，教风学风良好，是您业余本、专科学历进修的首选学校。
2018年秋季招生全面启动，欢迎报读！

招生QQ：18067179930 招生热线：65206392 18067179930
宁海电大招生处微信号：nbnhtvu 报名地址：宁海电大招生处（银河路181-2号，银河小学旁，108公交天景园站）

欢迎关注

电大的 公办的 正规的 放心的

宁海县水源地专项督查交办问题清理整治情况清单
问题
序号

1

2

所在地

宁波市
宁海县

宁波市
宁海县

水源地名称

西溪-
黄坛水库

西溪-
黄坛水库

问题具体情况

留五扇村生活污水
处理后废水排入一
级保护区内

上辽岗村未建设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

整治进展
情况

基本完成土地征
用工作，目前正
在编制预算中

已按照整改方案
对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施工中

是否完
成整治

否

否

责任单位

宁海县黄坛镇
人民政府

宁海县黄坛镇
人民政府

责任人

蒋诗吉

蒋诗吉

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位

于跃龙街道雪坡村的城区中小企

业安置区目前已具备工业企业安

置条件。请相关征收安置企业在

收到本公告后十日内携带拆迁安

置协议、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到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购置意向协议书，并缴纳购买

意向定金（按应安置土地总价款

10%计算）。逾期不签订土地购置

意向协议及缴纳定金的，将视作自

动放弃购置处理，所产生的法律责

任概由相关征收安置企业自负。

特此公告。

宁海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宁海县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7月9日

公

告

救援队员把自己的衣服盖在老人身上

道道伤痕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