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长江扬中段高潮水位
达 7.45 米，全市 120 公里江堤、
14座通江水闸、175座穿堤涵洞
定人、定段、定时、定责任开展巡
查。有人坚守防汛一线，也有人
开展多形式慰问，共同筑起一道

“爱心堤”。

66岁村民组长
坚持一线巡查

昨天清晨 5时许，扬中经开
区德云村 22 组村民组长、66 岁
的李明道照旧来到团结港港堤
上。臂佩红袖章，身穿红马甲，
手拿小树枝，不时拨开眼前杂
草，仔细察看港堤是否渗水……
这些动作对他来说早已烂熟于
心。

“我们的任务就是时刻观
察，看水位、看闸口、看江堤坡
面、看涵洞，不放过每一处细节，
一有情况随时上报。”李明道年
轻时就是村干部，所以比年轻人
多了几分经验，“内堤渗水清澈
倒是正常，如果发现渗浑水就得
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趟巡堤 3公里，一圈下来
30 分钟，这样的港堤巡查李明
道每天要跑上 8 趟。他还把经
营的小店腾了出来，免费提供茶
水和休息场所，作为当地的防汛
作战室。“他们一线守护咱们小
岛的安全，我们老百姓能做的，
也是尽自己的一份力。”他说。

社区群众
自发送“暖心早餐”

昨天一早，三跃社区群众蔡
纪根来到港堤上，为奋战在防汛
一线的人员送去“暖心早餐”。

“你们坚守一线辛苦了，这
些是我的一点心意，感谢你们
24小时守护我们平安。”蔡纪根
说，社区干部们已经在一线连续
奋战多日，他看在眼里，感动在
心里，一直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送早餐只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朴实的话语，让坚守防汛一
线的社区干部很是感动。“热心
居民送来的不仅是暖心早餐，更
是关怀与鼓励，他们的暖心之举
将激励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斗志投身防汛工作。”三跃社
区党委书记王正法表示。

“暖心餐”背后
有更多“扬中人”支持

“你们又来啦，真是辛苦你
们了。”21日傍晚4点多，扬中市
油坊镇鸣凤村西马港防汛点的
防汛人员从 4 位志愿者手中接
过烧饼和矿泉水，像老熟人般打
着招呼。近日，每到傍晚时分，
该市近 60个防汛点都能陆续收
到一群陌生人送来的饭菜，他们
不留姓名便匆匆离去。他们的
红袖章上印着“扬中人”。

活动的组织人戴洋介绍，他
们是自发组织的一个群体，有些
成员原本就是朋友，随着新朋友
不断加入，队伍从当初的8个人
增加到现在的25人。“我们的组
织叫‘扬中人在行动’，因为我们
大家都是扬中人，我们不能去一
线，但是可以为一线人员做后
勤，大家都是为了扬中防汛尽自
己的一份力。”

17 日，也就是为防汛人员

送餐的第一天，戴洋和他的朋友
们从凌晨 4点多忙碌到 7点多。

“资金全是我们自己捐的，400
多根玉米，1000多只鸡蛋，除了
因为道路不同我们错过了一些
防汛点，那天一共送出将近 350
份，最后多出的 70 份给勤丰养
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目前我们
每天能为防汛人员送出 200 多
份食物。”

西瓜切起来不方便还浪费
时间那就换成香蕉；方便面没有
菜饭吃起来香，那就换成菜饭，
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为了
让防汛人员吃到新鲜、热乎的食
物，这群“扬中人”也费了一番心
思。让他们感动的是，很多商家
知道他们是自费给防汛人员做
吃的，纷纷主动提供便利。“做菜
饭的肉，老板是以进价卖给我们
的，利民市场巷子里做米糕的老
板，卖给我们比成本价还便宜五
毛钱。”

戴洋说，能为一线人员带去
温暖，大家都说苦点累点都是应
该的。

（孙薇 朱琳 胡群 心俊）

村民坚持一线巡查，群众自发奉献爱心

扬中：共筑防汛一线“爱心堤”

京江晚报讯 前天下午，因
长江大通来量、镇江汽渡站高潮
位持续上升，当日长江水位再次
突破历史纪录，达到 8.88米。蒋
乔街道辖区长江堤八分子段出现
渗漏，镇江船厂部分厂区（西南
角）、中集车辆发生积水现象，防
汛形势十分严峻。蒋乔街道迅速
组织80余人投入到汛情一线，排
除了险情。

蒋乔街道相关负责人说，当
天下午 2 时，蒋乔街道的江堤巡
查人员发现两个集中渗漏点以及
10米的散浸，及时向区防汛指挥
部汇报情况后，迅速组织党员志
愿者、民兵预备役、城管协管员等
共计 80 余人投入到汛情一线。
两个小时内，他们在沿渗漏点的
堤脚搭建反滤沙石袋，滤出清水，
阻止大堤土方流失。志愿者们不
仅排除了险情，还在大堤低洼处
堆起了近40厘米高的沙土袋，确
保大堤后25户、98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其实，我们很多防汛一线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曾经住在江
堤附近，江堤上哪些地方以前出
现过险情，哪些地方地势较为低
洼，哪些地方有安全隐患都很清
楚，这些地方我们都是定点定岗
24小时监控的，其他地方我们会
间隔两小时在背水坡巡查。”

自入汛以来，蒋乔街道加强
隐患排查，党员领导干部在防汛
减灾中坚持冲锋在前、靠前指挥，
高新区、街道党政主要领导也多
次来到长江堤岸、临江企业、水
库、泵站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
了解河道汛期泄洪能力、防汛物
资储备以及水库运行与建设等情
况，并因地制宜制定防汛对策。

目前，街道、各村（社区）共成
立10支党员应急救援队，由街道
统一调度，奋战在辖区防汛减灾
的第一线。针对辖区内五保户、
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的房屋进行逐
户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
转移，确保汛期内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记者 范海罡）

“江中明珠”世业洲，四面环
江，一岛中立。连日来，当地干
群和驰援人员一起，共同巡堤查
险，防汛排涝，及时除险，“镇守”
江岛确保安全度汛。

抢险队齐心合力
多处险情处置到位

昨日，记者在丹徒区世业镇
卫星村一段江堤上看到，一群消
防队员和当地干群，在一处散渗
点打起了一个围堰，尽快消除险
情。

上午 7时许，一位巡堤老党
员发现了这处散渗点。消防人
员（包括扬州支援我市的消防
员）和当地干群组成一支 70 余
人的抢险队赶赴现场。他们有
的挖土，有的装袋，有的筑堰，有
的压实郾堤……大家齐心合力，
接近上午 10 时半，这处散渗点
基本处置完毕。

沿着这处散渗点的江堤再

往前走一段，在东大坝村的一处
老涵闸，记者见到另一处渗漏
点。这处渗漏点围堰已经打好
了，处置之后不再渗水。据村委
会主任周辉介绍，这处出险处原
来是老涵闸，堤内种植水稻，水
少时需要从长江放水进来。“这
处涵门是混凝土的，密封效果不
是太好。”他说，“今年水大，大致
在10天前，长江水位上涨、外江
水压加大了，我们发现老涵闸渗
水，就紧急在江堤内侧打起了围
堰挡水。”

截至目前，世业镇发生江堤
险情 6 处，主要是散渗类型，目
前全部处置到位。

泥地里“一脚深一脚浅”
巡堤人一刻不敢松懈

在世业村的防汛值班点，记
者看到 74岁的老党员夏巨桃正
和 77岁的老同事周万顺一起在
江边堤坝下巡逻。此刻他们巡

逻的重点不是堤坝沿江一侧，而
是堤坝靠里的背水坡一侧。由
于下雨积水，背水坡的泥地里踩
下去“一脚深一脚浅”。

根据夏巨桃多年的经验，水
位高涨时最容易出现管涌散
浸。他率领“党员突击队”在堤
岸旁巡查，不仅要在堤顶线上巡
逻，查勘正面抗击江水拍打的迎
水坡是否滑坡，还要在背水坡用
竹竿挑开杂草观测是否出现管
涌险情。

无论是堤身、迎水坡、背水
坡，一向细致认真的夏巨桃不放
过堤坝每一处。他告诉记者：

“从7月5日开始，我和其他人就
坚守在这里，我和老周是早晨 6
点到晚上 6 点，在大堤上巡堤，
每天都要值班12个小时。”巡堤
事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他们一
刻也不敢松懈。

采访中，夏巨桃折了一根树
枝插在沿江堤坝的泥土里，“我
做一下水位线标记。”标记的地

方就是他之前抛沙袋的地方。
当日一早在洲堤上巡逻的他们
发现了这个堤坝边的缺口处，相
比其他地方，此处经常有人踩着
这条路上下船，因此这里的泥土
有些少，发现情况之后他马上与
村里联系，在力量支援下，他们
快速将沙袋抛入江中，重新垒砌
好这个缺口，解决了坍江的隐
患。

记者了解到，自7月5日起，
全长 25.82公里的洲堤上，就设
置了 22个防汛哨所进行不间断
值班。

几天前，当水位升至 8.8 米
后，世业镇又将防汛哨所增至
28个，每个哨所设置8人。全镇
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包括村
干部、党员、村民志愿者，重点对
穿堤建筑物和易发坍江地段加
强巡查和值守，每天 3-4 班轮
换，24小时全天候值班，共同筑
起一道冲不垮的“坚强防线”。

（俞佳融 干光磊）

世业洲：齐心协力“镇守”家园

昨天，句容郭庄镇
志愿者在宁镇交界（句
容河）南岸巡堤，确保安
全。该镇紧邻句容河，
与南京市江宁区隔河相
望。据现场巡堤志愿者
介绍，句容河水位较前
几日有所下降，降幅约
1 米。志愿者们沿河、
分组、分点，每两小时巡
查一次。

辛一 摄影报道

确保堤后
生命财产安全
蒋乔街道全力抓好
防汛减灾工作

范海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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