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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在行动 点亮昌北点点星火
台风“利奇马”带来了狂风暴
雨，一场山洪突如其来。8 月 10 日
14 点 41 分，杭州临安岛石地区第
一根 10 千伏线路电杆被洪水冲走。
在随后的几十分钟里，山洪摧毁了
道路，杭州市临安昌北地区龙岗、岛
石两镇失去了所有电源。数以千计
的百姓等待着，最近的电力救援队
远在 15 公里以外。他们之间，是山
洪刻下的“天堑”
。
“党员先上！”在一支由 439 人
组成的救援队伍里，一句号召成了
共识。
就算扛，
也要把发电机送进去
没有路，电力抢修队无法进入
灾区。8 月 11 日上午，国网杭州供
电公司党委作出决定，由公司领导
带队靠前指挥，组建临安昌北前线
指挥部和 12 支电力抢险临时党支
部，以红船党员服务队为先锋踏出
一条本没有的道路。这些服务队员
有的是临安本地人，其他则是来自
杭州各地的支援人员，他们背起装
备分 13 组挺进灾区，把超过 100 台
发电机送到村民家门口。
一台柴油发电机重达几十斤，
再加一桶柴油，对党员服务队员们
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在塌方的
道路旁，大家六人一组，用竹竿挑起
发电机，
一步一步翻越土坡。这也意
味着，接下来的路他们只能靠肩扛
手提走完。
在前往东川村的道路上，党员
服务队员郭林杰和同事们不出意外
遇到了塌方。当他爬上坡顶，
竟看见
七八个村民坐在坡下。
“我们来接你
们！”带头的看到对面来了人，就喊
了起来。
走向通往东川村的路上，一路
破败景象。倒伏的树木和电线杆纠
缠在一起，路的边沿是一个个缺口，
泥 土 被 山 洪冲 刷 到 路边 的 石 头墙
上，足足三米高。路遇一处塌方，道
路尽毁。跨度达到七八米的“天堑”
上，
横放着一粗一细两根断木。原来
这是村民们特地为他们搭建的“临
时木桥”
——
—粗的踩脚、细的放发电
机，
一行人贴着峭壁“涉险过关”
。
“发电机我都检查过了，邮箱里
满油，另外还准备了一桶备用，算下
来能用 10 个小时，
晚上管够。”
郭林
杰对老乡拍了拍胸脯，想办法给他
们打气。
走进村里，村口的百姓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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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了上来，有人鼓掌，有人欢呼。当
党员服务队员哒哒地拉响发电机，
大家纷纷拿出拖线板和手机——
—他
们与外界已经隔绝了 30 个小时。村
民方大爷说，只要手机一亮，他就给
城里的儿子打电话报平安。
看到村口灯亮了，另一头的村
民也围了过来。大家聚在一起休息、
聊天，还有人端出一荤一素两口“火
锅”
，热情招呼党员服务队员们：
“来
来赶紧坐，
吃点柴烧的。”
当大家跋山涉水时，一架直升
机从龙岗小学呼啸升空，把 6 台发
电机、6 桶柴油分别送到峡谷源村、
玉山村和国石村。通往这三个村的
道路有的塌方严重，有的桥梁冲毁，
传统方式已经无法将笨重的发电机
送到村里。
和直升机同时起飞的，还有红
船党员服务队员王成、张泽宇控制
的无人机。这些精灵在低空盘旋，
一
方面排查电力线路受损情况，一方
面为发电机运输指明道路方向。
夜幕降临，把发电机孤零零摆
在户外存在诸多安全隐患。80 名党
员自告奋勇，选择深夜留守在发电
机旁，对机器进行专项的操作和监
护，确保每台发电机使用地点都有
一名专职监管员，
防范触电危险。
和红船党员服务队一起奋战
的，还有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的电力
党员抢修队。他们按照
“路通、
电通、
水通”的原则，由外及里抢通遭台风
破坏的配网线路和变压器。
经过一天的抢修，截至 11 日
21 时，临安龙岗、岛石两镇正线全
部抢通。深夜里的国网杭州供电公
司昌化前线指挥部里，电力党员抢
修队员们仍在谋划着下一步工作计
划。

举”
，什么车子刚转移不到 5 分钟，
山洪就冲进了站里；什么过桥去抢
修，能开车的水泥桥竟然是抖动的；
什么田埂泡在山洪里根本就找不见
路，什么一棍子探下去才知道道路
已经被冲毁了……在前一天漆黑漆
黑的夜里，陈广宇和李荣富趟着水
摸着路，为断电 7 小时的岛石送出
了第一条线路，一直干到凌晨 3 点，
迷瞪了半小时，他们又出发了，上演
了一出“被困与突围”的精彩大戏，
却不知道这背后，还有如此惊心动
魄、
曲折离奇的遭遇。
李荣富就是岛石本地人。前几
年岛石遭遇旱情，他几天几夜忙着
架线路，为山核桃林提供灌溉用电。
等任务结束回到家中，自己的 30 亩
山核桃林树叶早已干枯掉落，那一
年颗粒无收，
损失二十多万。当被问
起
“李师傅，
家里还好吧？”
李荣富突
然沉默了，飞快地转过头去捂着眼
睛，不停抽烟，好半天才抬起头来，
哽咽着说：
“还没联系上……”要知

道，他家所在的村子，离我们抢修的
地方不远，
且路过。
一时间，我竟找不到声音来安
慰他。58 岁的李荣富，就这样在我
面前，泣不成声。
在这次抢修中，像李荣富这样
的“铁骨硬汉”还有很多。红船党员
服务队员钱升正，几天来一直在一
线组织参与抢修，而他的老家就在
受灾严重的岛石镇新桥乡。老家房
子围墙被山洪冲走，老婆小孩在邻
居的帮助下，爬过横着的梯子才从
窗口逃了出来。老婆在朋友圈里发
了一条信息报平安之后，手机就没
电失联了。钱升正红着眼睛说
“人没
事就好”
，随后又投入了抢修，直到
现在。
把红旗插向阵地滩头，为昌北
掌起点点星火。截至目前，
国网杭州
供电公司已累计出动抢修人员 784
人次，车辆 150 辆，发电机 158 台，
发电车 3 台。（郭芳、求力、张德峰、
陈锴、
王振、
毛无穷、
朱俊杰）

我问他家里怎么样，他却哭了
8 月 11 日，岛石断电 24 小时
后，笔者跟着电力救援队伍进入了
灾情最为严重的姚家村。
刚到村口，我们见到了岛石镇
的“孤岛斗士”陈广宇和李荣富。两
名红船党员服务队员正在一张电力
线路图上比划着，商量应急发电机
在姚家村的布置。他们俩说话声音
还是那么有力且洪亮，但藏不住的
沙哑还是出卖了他们的疲倦——
—两
人已经持续奋战超过 30 个小时。
在等发电机送达的空闲时间，
李 荣 富 给 讲 起 了 头 天 的 “英 雄 壮

8 月 10 日晚，是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电力抢修员陈广宇
最难忘的一夜。
他所在的临安岛石镇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包围，这个原
本在山顶的镇子，
几乎在一瞬间成为了“孤岛”
。没有水，没
有电，
没有手机信号，只有狂风呼啸，
暴雨击打，洪水围城。
最令陈广宇揪心的，是他住在村里的母亲——
—连续七
个小时无音无讯。他找不到母亲，
远在临安区里的妻儿同样
找不到他。
一支手电筒、一根圆木棍、几套工器具，是陈广宇和同
事们在山洪里仅有的“家伙”
。19 时，陈广宇下定决心拼一
把，在道路抢通、
岛外救援到来前，
试着恢复一些电力线路。
天还在下雨。平日里熟悉的街角、
水泥墙，此刻都被山
洪淹没。漆黑，
无尽的漆黑，
一支手电筒指引着陈广宇和同
事们朝第一根电线杆的方向走。狂风吹着树木哗哗作响，
脚
下是坚实的泥土，
还是不见底的深渊？对他们来说，此时的
一步踏空，
也许就是生死两隔。陈广宇用木棍敲着地面，带
头走在队伍前面。
这是个不敢走夜路的晚上，他们在路边找到了失踪的
村民。
“感觉冷，
有点害怕。”
陈广宇说，
“主要还是担心。”
过去 24 小时，安龙岗、岛石区域降雨量内超过 400 毫
米，超过 2 万户居民停电。离开驻地 4 小时后，陈广宇和同
事们来到了 800 米外的第一条电力线路——
—10 千伏仁里
线。在这样的大雨天里，
走路尚且困难，
更不用说踩着脚扣
爬杆子。一步一滑，几个汉子推上了仁里线的开关，带动了
12 台公变通电。
从远处望去，被洪水围困的岛石镇突然有了灯光。12
台公变，意味着岛石镇政府、派出所还有电信基站恢复供
电。
“1 格！来信号了！”
陈广宇的手机屏照亮他的脸。他急
忙拨通了母亲邻居的电话。
“你妈在家，她急坏了。”
电话那头的回复让这个汉子吃
下了定心丸。
“找到妈了。”
陈广宇说。
当他再拨通妻子的电话，
那头已经泣不成声。
“孤军奋战，这是个奇迹！”
岛石镇有电的消息通过电信
基站，
传向了岛外。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外围支援队伍的微信
群炸开了锅。
奇迹还在继续。从 10 日 21 时 45 分到 11 日 1 时 34
分，几个汉子一次次摔倒在泥巴地里，一次次登高尝试送
电。雨衣外面是凉飕飕的雨水，
雨衣里面是闷热的汗水。
镇上的供销社有电了，周围的村子也有电了！黑暗中，
1700 余户用户先后“重见光明”
。
截至发稿（11 日中午 13 时），岛石镇的道路仍在抢通
中。陈广宇还在孤岛里奋战。距离他 15 公里的地方，
由 138
名电力应急抢修人员、25 辆抢修车辆组成的强大电力救援
队伍早已集结完毕，
沿着寸寸抢通的道路，
开向陈广宇和他
的“孤岛”
。（郭芳 求力）

灾后第一盏明灯：
临电铁军 24 小时电亮“孤岛”
8 月 9 日至 10 日，台风“利奇马”正面袭击浙江，按全域面雨量衡量，
这是 2000 年以来影响临安最强的台风，是临安西部山区遭遇过的史上
最大的短时局地强暴雨。受灾严重的岛石镇降雨量达到每小时 73.9 毫
米，
龙岗镇达每小时 72.7 毫米，造成大规模山洪爆发和泥石流，贯穿两镇
的 330 国道多处被雨水冲垮并引发多发性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岛石镇
全部 16 个村、
龙岗镇 16 个村电力中断。
司为国到临安现场指挥电力抢修
8 月 11 日，
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总经理司为国带队到临安公司现场指
挥电力抢修工作。
司为国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电力受损情况，并向奋战在
一线的抢修职工送上慰问。随后他前往岛石镇向省长袁家军和市委书记
周江勇汇报电力抢修情况，并要求临安公司全体干部职工要积极落实袁
省长和周书记的指示，
克服道路阻断困难，积极借助直升机等救援抢险设
备，第一时间将电力物资运达受灾现场，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通电，确保龙
岗镇和岛石镇路通电通水通三通。
此后，
在省政府会商会上，
司为国表示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将积极协调
物资、抽调精干力量，力争 11 日晚 8 点前在不具备抢修条件的行政村配
备发电机通上电，确保两镇实现全部送电，保证受灾群众生活用电需求。
全员行动 电亮“孤岛”
8 月 10 日，险情发生后，临安公司第一时间应急响应，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楼华辉带队前往抢险一线，
在昌化供电所成立前线指挥部，并
同步进驻区政府前线指挥部。同时，
调集抢修人员 138 人、
车辆 25 辆、
应
急发电机及照明灯具 60 台和各类抢修物资，并将应急发电机灯具送往
前线指挥部及各村安置点。截至 10 日 20 时，岛石镇 12 台公变恢复供
电，岛石镇镇政府、派出所和电信站等核心用户已恢复送电，恢复负荷
450 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