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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再访台风穿越地

农业
本报讯 （记者 李艺） 受台风“黑格比”
影响，温州经历了风、雨、潮三重考验，根据
温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汇总，截至 8 月 5 日
中午 12 时，全市农业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15.89 亿元，特别是台风登陆点乐清以及龙
湾、洞头、永嘉等地受灾更加严重。
面对灾情，温州市农业农村局迅速行
动，指导各地争分夺秒展开自救。8 月 4 日
下午，该局先行派出 3 个救灾和灾情统计服
务组奔赴乐清、永嘉、龙湾指导相关工作。
从 8 月 5 日起，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又对受灾

携手生产自救
县（市、区）开展全面救灾和灾情统计服务，
指导帮助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落实灾后补救
措施，重点强化田间管理、改种补播、疫情防
控、畜禽补栏等工作，抓紧帮助渔农民恢复
灾后生产，确保把台风影响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
针对不同领域的受灾情况，温州市农业
农村局目前已经指导各地展开有针对性的
处理。对已经受淹死亡的畜禽，发挥跨区域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联动机制，紧急予以处
置，严防发生漂浮事件，同时抓好灾后清洗、

消毒，做到洪水退到哪里、消杀跟进到哪里，
严防次生疫情发生。密切关注饲料厂、屠宰
场日常运营情况，确保肉品市场供应稳定有
序。为把受灾农户损失降到最低，对于已参
保的受灾农户，配合保险公司尽快开展保险
理赔现场查勘和赔付工作，确保农户第一时
间拿到资金开展生产自救；对于未参保农
户，则加大政策性保险的宣传力度，以案说
法，加快提升铁皮石斛、大黄鱼、茶叶等主导
产业的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率，确保应保尽
保。

乐清

瑞安

文成

11 队农业专家
为石斛把脉

4000 亩甘蔗
“站”起来

未雨绸缪
抢摘高山雪梨

本报讯 （陈蜜 孔丽琴 盛小宽）“你
们来，我就安心了。
”昨天中午，当一队农业
专家来到位于乐清市大荆镇大岩头村的鼎
顺铁皮石斛基地时，
石斛种植户激动地说。
受 4 号台风“黑格比”影响，乐清部分
区域农作物受灾严重，其中就包括乐清农
业支柱产业之一石斛。
“石斛苗淹水时间久，根系缺氧，非常
脆弱，需尽快清沟排水，把遮阳网拉起来，
抽掉破损的薄膜，让大棚保持通风。”乐清
市铁皮石斛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向永
边说边走进杂乱的坍塌棚中，挖出一丛石
斛苗，仔细观察根系受损情况。他告诉农
户，必须赶紧召集人手，把被掀飞的遮阳网
重新盖起来遮阳降温，同时做好清园消毒
防控疫病发生，并喷施生根营养液增强植
株根系活力，
最大可能降低损失。
连日来，乐清市农业农村局共组织了
11 支农技专家服务组奔赴各地，为受灾农
户田间把脉。昨天，乐清市铁皮石斛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与人保财险公司分 3 组奔赴
灾区，开展政策性大棚保险现场查勘核损，
并启动快速理赔。

城市

本报讯 （记者 项武龙 通讯员 夏
盈瑜） 台风“黑格比”带来的强风暴雨，
一夜间让甘蔗主产区瑞安陶山镇近
5000 亩甘蔗出现不同程度的倒伏。昨
前两天，瑞安各地农户、村干部，以及农
业技术人员和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
受灾现场，帮助蔗农开展生产自救。
“台风过后，
我们镇已在第一时间开
始生产自救，现在联络员正在一对一统
计受损面积，保险公司也会展开甘蔗定
损理赔工作。”镇农办主任刘旭告诉记
者，台风让所有甘蔗都出现倒伏，
预计减
产约 30%左右，经济损失 3000 万元左
右。他们在争取救灾资金补助的同时，
启动甘蔗保险并开展自救。
据了解，去年瑞安市率先将甘蔗纳
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给蔗农系上“安全
带”。
“黑格比”登陆后，瑞安市农业农村
局、人保财险瑞安支公司工作人员也来
到现场查勘大棚、甘蔗等保险损失情
况。
“ 整体理赔方案已经确定，果蔗每亩
保额 4000 元，
糖蔗 2000 元。”
相关工作人
员说。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慧垠） 在台风
“黑格比”到来之前，文成南田镇十源社
区还有近千亩雪梨未采摘。台风一旦过
境，这将是一笔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为此，
该社区在台风来临之前，
及时将台
风信息发布给社区内的种植大户。并发
动志愿者、基层党员干部一起助力梨农
抢收高山雪梨。据统计，在 8 月 2 日至 3
日的两天时间内，共计抢收高山雪梨一
万多公斤。
台风过后，
梨农们又为销售发了愁，
一下子采摘了这么多梨子，即使储存在
冷库里，南田本地一下子也无法消化掉
这么多的梨子 ，销不出去还是烂在手
里。为解决销售问题，南田镇与县相关
部门对接 ，在大峃镇定点销售高山雪
梨。目前，5000 多公斤雪梨已经销往大
峃、黄坦、珊溪等地。据悉，
在台风之前，
当地农业部门还及时指导农户开展成熟
农产品抢收，除雪梨之外，包括玉米、桃
子、葡萄、高山辣椒、茄子、白芸豆等应季
农作物，8 月 3 日全县共计抢收蔬菜 265
吨，
水果、旱杂粮 135 吨。

生活渐入正轨

乐清 永嘉
群众生活
“一键还原”
本报记者 孙余丹
“老吴，来瓶水。”
“老吴，来包烟。”……昨日中午，乐清乐成街道湖上岙村潘湖溪边的小卖
部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来往的人们不时买点杂物，
顺便和摊主老吴聊上几句。和平日里不同
的是，
大家的话题三句离不开俩字：
台风。
提起“黑格比”，当地人直摇头：
“这场面，真是二十年一遇。”话音未落，人们又不自觉地拿
起扫帚，加入到清扫大军中去了。经过 48 小时奋战，湖上岙村，这个乐成街道受灾最严重的几
个村之一，
道路基本恢复通行。

“人没事，就还有希望”
老吴是江西人，15 年前来到湖上岙村，
就在潘湖溪边开起了小卖部。
“15 年来，头一
次见到满大水，都满到腰了。”老吴指着店里
一处墙壁，
上面还能看到被洪水淹没的印记。
台风前夜，湖上岙村村支书杨信华带着
村两委家家户户排查情况，对部分群众进行
转移，
老吴也做起了货物的
“转移”。
凌晨暴风骤雨，不一会儿，溪水漫过了路
面，湍急的水流四处流窜。提前转移到村委
会的 50 多名群众，都在暗自庆幸躲过了一
劫。
天微微亮，湖上岙村村干部已经集结到
位，懂水性的几名干部直接游进溪里，徒手清
理挡水的障碍物。
村民代表也坐不住了。党员卢向锋走出
被水淹了 1 米的家中，一头扎进了村清扫队，
三支队伍四五十人在主干道、背街小巷忙活
了起来。冲水、洗刷，
和淤泥
“战斗到底”。
昨日一早，村里一工地老板还借出了洒
水车，老板儿子主动请缨操作，帮助大家一起
清洗路面。
很快，潘湖溪两侧的路通了，老吴终于能
回到店里了。不过，大水几乎让他损失了半
年的收入：冰柜、空调、洗衣机，几件最值钱的
电器都浸水了。来不及悲伤，家里一个儿子

村民对背街小巷进行清扫。孙余丹 摄
还在上大学，老吴和妻子咬咬牙，一天时间就
将店里清扫好，昨日上午 5 点半，小卖部准时
重新开张。
一个上午，卖了百来块的货，虽然不多，
但是老吴很乐观。他说：
“只要人没事，就还
有希望。
”
老吴的店外，潘湖溪里的水哗哗地流着，
村里妇女拿出被洪水泡过的物品在溪边清洗
着，
趁着微露的阳光，
进行一番晾晒。
在这个小村里，
人们脸上的笑容，
拂去了
灾难的阴霾，
生活，
正在井然有序地恢复着。

“书屋的灯，永远为孩子而亮”
如果说湖上岙村灾后自救的方式很传
统，距离这个村 40 多公里外的永嘉县瓯窑小
镇的一间农家书屋，则经历了一场更特殊的
自救——依靠孩子来接力。
这间书屋很特别，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
公益书屋。书屋里的灯，照亮了镇上百来名
孩子的精神世界。可就在这次台风中，瓯窑
农家书屋受淹后几乎成了
“孤岛”“
。我早上起
来就想进到书屋来，发现水满到腰了，怎么也
过不来。”员工李女士家住书屋边上，短短几
步路，却因洪水“咫尺天涯”。书屋创办者尤
高尚，
从瓯北驱车前来，
由于封道被困途中。
一时间，
书屋的救援，
令人揪心。
等到洪水缓缓退去，镇上的孩子们陆续
出现了，大家提着水桶，你一桶我一桶，将书
屋里的水一点一点往外倒。6 名孩子和 1 名
员工，
成为了保护书屋的
“超人”。
据不完全统计，
书屋里 8000 来册书本，
约
有 1000 册受淹。另外，书屋里的电路全部损
毁，
电脑、
门禁、
音响等设备几乎
“无一幸免”
。
谈起损失，尤高尚很是痛心，这让本就遭
遇资金困难的书屋“雪上加霜”。不过，他从

书屋创办人和员工对被洪水浸泡过的书
籍进行晾晒。
孙余丹 摄
未想过放弃。
“农家书屋的灯，永远为孩子而
亮，尽管这只是一盏微弱的灯光，但足以照亮
孩子们的阅读世界，
这是我的初心。”
昨日一早，书屋又开门半营业了。孩子
们陆续走进来，
挑选喜爱的书籍阅读。
“满目疮痍”的小镇，正因为每一个和尤
高尚一样，愿意挺身而出的平凡人，得以进入
“快速修复”
。

本报记者 夏婕妤 实习生 陈佳雯
台风“黑格比”逐渐远去，城市生活重新
步入正轨。昨天，记者从市、区两级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获悉，因台风倒伏的树木正在积极
施救，受损的市政设施已全力抢修，市区各大
公园也陆续开园。人们一边清理台风留下的
疮痍，
一边开启城市的幸福生活。

永嘉 塆里
“水果村”的塌方之困

争分夺秒
抢救台风中倒伏的树木
台风“黑格比”给温州的园林绿化带来了
重创。据不完全统计，因台风倒伏的树木有
105634 株，折干 12152 株，折枝 33862 株。
据了解，昨天鹿城区有近 200 名绿化园林
工人全力抢救台风中倒伏的树木。其中仅市
区惠民路就有两支两急抢修队在抢救倒伏树
木。其中的一支抢修队负责高空作业，修剪
羊蹄甲等高大乔木的受损枝杈；另一支抢修
队则加固绿化带里的低矮灌木。由于倒伏树
木太多，虽然一个上午他们都在加紧赶工，但
惠民路上倒伏的树木仍旧很多。
除了羊蹄甲外，惠民路的绿化带里，女贞
和桃树也在台风中倒伏了不少。鹿城区园林
绿化管理处吴粗石告诉记者：
“扶正后的树木
需要休养生息，如果短期内又遇台风倒伏，树
根再次受损就非常危险了。”眼下，园林绿化
工人正抓紧时间，将树木扶正，培土，做支撑
架，
今后几天也将重点关照这些
“伤兵”。

全力赶工
全力赶工
维修损坏的市政设施
台风中受损的还有不少市政设施，也有
部分既定的维修工程因台风而被迫耽搁。截
至 8 月 4 日，台风“黑格比”造成市政道路受损
路段 33 处，处置修复 8 处；市政照明受损 325
处，
处置修复 90 处。
在市区学院中路，几名身穿工作服的市
政工人正撬开路边的窨井盖，用工具探测井
下的堵塞情形。他们告诉记者，原本上周日
就要对学院路的地下管网进行维修，却因台

本报记者 金朝丹

惠民路上绿化园林工人在抢救树木。
风而延迟。台风过后，他们全力赶工，争取在
最短时间完成学院路老旧、破损管网的更换
和维修。
另一头，市政工人们在市区开源路对一
盏盏路灯杆进行喷漆。现场施工的郑师傅告
诉记者：
“ 台风耽误了我们的工作进度，现在
我们要全力赶工完成原定的任务。”

陆续开园
市民可以“歌照唱、舞照跳”
“趁着今天天气晴了就带孙女到公园里
来转转”，昨天上午，在市区白鹿洲公园里，一
位爷爷抱着孩子告诉记者，家里窝了一天后，
能带着孩子遛公园真好。
在白鹿洲公园，记者看到休闲游玩的市
民虽然比之前少了些，但已渐渐恢复人气。
小道上散步健身，凉亭里乘凉，树荫下闲聊的
市民自得其乐。公园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告诉

婕妤 陈佳雯 摄

记者，台风“黑格比”登陆前，公园按要求闭园
一天，直至昨天上午才重新开放。现在公园
管理人员正抓紧时间，一边清理倒伏的树木
和枯枝，一边划定重点区域进行排查与修复，
提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同时，更要保障游园的
安全。
除了白鹿洲公园外，昨日杨府山公园也
正常开放，如约来公园锻炼、赏荷、游玩的市
民络绎不绝。杨府山公园管理所所长钱力
称，台风过后到杨府山公园的市民虽然略有
减少，但公园人气已经开始恢复。此外，公园
目前正在举办的荷花展受台风影响不大，喜
爱荷花的市民随时可来公园观赏荷花。
此外，市区马鞍池公园在这次台风中受
损较重。马鞍池公园管理所所长林爱寿告诉
记者，台风中公园有 50 多棵树木折枝或倒伏，
另有一处配电箱受损，造成部分路灯无法正
常亮起。目前公园管理人员正马不停蹄清理
公园内台风中受损的树木，同时配合电力维
修部门抢修配电箱。截至昨晚 6 点记者发稿
时，
马鞍池公园已经恢复开园迎客。

“台风过后路上塌方多，车子上不来，人
走上来吧！”昨天下午，
记者前往陈香伟的水
果基地，在电话中被告知，山路车辆无法通
行，原本只用 5 分钟车程的环山道路，因为多
处塌方和泥石流，
辗转绕行，
足足用了近半小
时。永嘉县岩头镇塆里村，
是远近知名的
“水
果村”
，受台风
“黑格比”
影响，
此番严重受灾。
陈香伟是村里的水果种植大户，全村
2000 多亩水果，他家占了 600 多亩，上山路
中，
四周的大山就是他家的水果基地。
记者前往基地管理房的路上，走一小段
路，
就能遇见一处塌方或泥石流，
大量的果树
随着泥石流连根拔起，
倒伏在山上或路上，
倒
下的树上挂满了果子。一些山体，还在往路
面渗水，
部分路段路基被冲毁，
水泥路面出现
断裂……
“早上转了一圈，大概有十多处塌方，大
面积的有 600 平方米，塌方面积总共约有上
万平方米，果树就倒了估计 600 多棵，一些树
直接随泥石流冲到山脚下了，损失很大。”见
到陈香伟，他脖子上挂着相机，从山上下来，
指着一处塌方向记者介绍说。
36 岁的陈香伟种了 9 年果树，经营着永

嘉县利民茶果开发有限公司，他的父亲陈以
散是位老果农。塆里村正是在陈以散的带领
下，
逐渐发展成了一个
“水果村”。
上世纪80年代，
陈以散见自家田里种水稻
收入微薄，开始尝试种葡萄。葡萄能卖出高
价，
村民们纷纷效仿。水果种植结果子有最佳
年限，
塆里水果也在不断更新换代：
白枇杷、
杨
梅、红美人、黄金柚等轮番上场，村民们的水
果，
也从田间，
种到了山上。陈香伟说，
温州全
市的白枇杷，
有四分之三是自家推广的。
这次台风带来的塌方，给水果基地带来
重创，损失至少达 300 万元，这是整个水果基
地全年的销售额。去年，台风“利奇马”致永
嘉严重受灾，陈香伟的基地也只受损 10 多万
元。
“
‘黑格比’
台风正面登陆，
我们这里出现
局部强降雨，山体吸饱了水，容易塌方，山场
塌方数量和体量都是从未见过。”陈香伟回
忆说。
昨天，66 岁的陈以散 4 点多就起床，等
工人们来了以后，
组织灾后自救：
为根系松动
的果树加固，修剪残枝，接好水管……过两
天，
基地要做一次全面的消杀。
陈香伟则满山检查受灾的情况，并拍下
照片，他说，拍个照提醒自己，这次哪些地方
受灾，日后种植规划中要
注意这些隐患点。接下去
几天，父子俩要忙着道路
疏通，整理山场……果园
里的桔子和葡萄柚正值生
长期，它们将在 10 月和 12
月成熟。

受灾严重的水果村。
朝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