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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8：30
“飓风行动”拉开序幕

天空风起云涌，台风“利
奇马”有山雨欲来之势。市人
民法院内，45名干警整装待
发，18辆警车警灯闪烁，一
场夜间突击执行“飓风行动”
正式拉开序幕。此次夜间执行
以逃避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为
重点打击对象，按地区分东、
中、西三片开展拘留拘传行
动，共涉及余姚低塘、杭州湾
新区、龙山、掌起、新浦、观
海卫、浒山、周巷等 17个镇
（街道）、31个村（社区）。

20：10
“目标”主动“送上门”

东片组来到龙山镇龙头场
村，被执行人钱某的家就在这
里。3年前，钱某向杨先生借
款 5 万元。之后经过多次催
讨，钱某只归还了1万元，还

剩4万元至今未还。杨先生向法
院起诉并胜诉后，钱某依旧未能
履行还款责任。

天色已暗，执行法官正在钱
某家门外查看家中是否有人。

“你们在干嘛？”这时，一名中年
男子走上前来，一脸好奇地张口
询问。来人并不是普通“吃瓜群
众”，正是执行法官要找的钱某
本人。原来，钱某刚从外面散步
回来，碰上了执行队伍，一时根
本没意识到自己就是“目标”。

21：07
躲藏阁楼深处的
黄某被找到

被执行人黄某被找到。回溯
半个多小时前，西片组来到宗汉
街道周塘东村黄某家院门外。眼
尖的执行干警看到院内房屋的楼
梯处有人影闪过，可无论在院外
怎么敲门，院内就是无人应答。
于是，一名执行干警携带搜查令
翻墙进入院子，从内侧打开了大
门。

可是，执行队伍分头将楼上
楼下、前院后门搜查了个遍，却
都没能找到人。难道是执行干警
看走眼了？保险起见，执行干警

重新进行了一遍更加细致的“地
毯式”搜索，终于在四层阁楼的
最深处，一个房顶和地面形成的
三角形夹角内找到了悄声躲藏的
黄某。一旁的两个水塔正好帮她
挡住了上楼人的视线，若非从侧
面绕过，实在难以发现她。

据了解，黄某向某银行借款
20万元，其丈夫张某成为该借
款担保人。可之后，她仅向银行
还了部分款项，尚有 19万余元
一直未支付。在被带上警车前，
黄某还在试图挣扎，并用种种理
由故意拖延，抗拒抓捕。最终，
黄某被处以司法拘留。

22：00
叶某欲以有高血压

逃避拘留

因为未归还朋友的 10万元
借款，叶某成了法院的被执行
人。中片组在桥头镇小桥头村抓
获了叶某。

当执行干警带着叶某来到拘
留所，准备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
施时，叶某声称自己患有高血
压，还拿出了随身带的降压药。
执行干警带着叶某来到了市人民
医院，此时已是将近午夜。依据

此前市法院与市人民医院签署的
《建立司法体检绿色通道协作会
议纪要》（以下简称 《会议纪
要》），执行干警将叶某直接带
至了医院的急诊科预检台。

按照《会议纪要》的规定，
法院在开具并出示《准予开通司
法体检“绿色通道”联系单》
后，在不影响医院就诊秩序的情
况下，法院被执行人、需要变更
强制执行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等可
以优先检查。在检查结束后，由
接诊医生出具诊断证明书，并根
据病情需要做进一步治疗。

经过检查诊断，叶某确实存
在血压偏高的症状，医生当即为
其开具了降压药。一开始，叶某
不愿意服用药物，称自己已经吃
过药了，不需要再服，说自己的
情况不适合拘留。在执行法官进
一步释法明理以及医生的专业医
疗知识解说下，叶某终于服下了
药物。经过休息，叶某的血压恢
复到正常水平。

9日2：00
夜间执行结束

凌晨 2点，叶某终被送拘，
持续8个小时的夜间执行活动结

束。执行干警们这才舒了一口
气，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家。

据统计，此次夜间执行行动
共抓获被执行人 18人，拘留 16
人，目前执行完毕案件3件，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2件，执行
到位金额27.85万元。

今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取得阶段性成效后的第一年，
为贯彻落实省高院《关于进一步
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
（试行）》（下称《意见》）相关规
定，市法院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建立健全执行联动长效机制，通
过强化运用司法拘留、限制高消
费、限制出入境、移送拒执等措
施，切实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执
行威慑力，强化被执行人主动履
行意识，努力营造“自动履行为
主，强制执行为辅”的执行格局。

今年 1-7 月，共将 4465 人
纳入失信人员名单，限制高消费
5463 人次，限制出入境 46 人，
累计罚款 1401.6 万元，对 1229
人次作出拘留决定并发起网上布
控，共计抓获 142人，另将 9件
11名涉嫌拒执犯罪的被执行人
移送公安立案侦查。《意见》实
施后，该院执行完毕案件中自动
履行完毕案件占比提高 12.56个
百分点，成效显著。

夜间突击执行8小时
抓获18人，拘留16人，执行到位27.85万元

本报讯 “真的要谢谢
你 ， 是 你 救 了 我 的 一 条
命！”8月 11日下午，宗汉
街道江东村杨根娣家，75
岁的杨老太满怀感激地对
67 岁的清洁工邹南荣说
道：“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救命啊！救命啊！”8
日早上6时，从江东村邹家
池塘传来一声声紧急的呼救
声。当时，邹南荣正在附近
50米远的地方扫地，抬头
望过去发现水面上一晃一晃
的，起初还以为是几只鸭子
在池中扑水。听到呼救声
后，才知道有人落水在挣
扎，他立即飞奔过去。“等
我跑到池塘时，杨老太两只
手在不停地拼命扑腾。”邹
南荣告诉记者。看到情况十
分危急，他连手机都没掏就
跳下水，一只手抱住了老太
的腰后，一把托了上来。

原来，那天早上，杨老
太到池塘埠头洗花生，由于

埠头阶梯有点湿滑，一不小
心就跌了下去，很快飘向了
池塘中央。尽管她两只手拼
命地划着水，但身子还是沉
了下去。这一幕刚好被旁边
的邻居赵亚芬看到，行动不
便的她连忙大喊救命，幸运
的是刚好邹南荣在附近扫
地。“现在想起这件事情，
心里还是扑扑地跳，要是没
有邹师傅，估计我婆婆是上
不来了。”杨老太的媳妇
说：“我们全家人都要谢谢
他！”

记者在杨老太落水处看
到，这个池塘埠头阶梯是用
水泥浇筑的，距离扶栏比较
远。该村村民告诉记者：

“池塘曾经清理过淤泥，所
以现在的水比较深，人掉下
去容易出事。”

虽然做了一件救人的大
好事，但邹南荣觉得不算什
么。当村干部找他核实情况
时，他不好意思地说：“看
到有人落水谁都会救的，只
是碰巧给我碰到了。”

清晨，从池塘传来呼救声

六旬清洁工
救起七旬落水老太

本报讯 8月11日下午
2点，烈日当空，气温高达
34℃，密植的梨树令梨园几
乎不透风。此时的梨园中，
一群志愿者来回穿梭其间，
看到地上被台风吹落的黄花
梨，他们仔细挑拣出其中较
好的梨，放入箱中一颗颗整
齐码好。这紧张、忙碌的一
幕出现在周巷镇三江口村。

梨园的主人俞松钢激动
地向记者说道，这3亩的黄
花梨多亏了志愿者们来帮
忙。他和老伴身体都有残
疾，平时主要照料梨园，日
常虽然辛苦，但靠卖梨的收
入一年也有3万多元。台风
到来时，梨仍然未到采摘时
机，梨树遭殃了。“此前亩
产在1万斤左右，现在大概
有 2/3的梨掉到了地上。好
的黄花梨一斤能卖5元，掉
到地上的梨三四毛一斤都没
人要，连成本也收不回。”
在与记者交谈中，俞松钢几
度哽咽。

由于他和老伴的身体原
因，往年采摘时也需要麻烦
亲戚朋友，这次台风后志愿
者来帮忙采销，更是解决了
他们的大麻烦。“志愿者们

不但帮我们捡拾采摘黄花
梨，还带来2万元慰问金帮
我们解决了 1 万斤梨的销
售，真的太感动了。”

面对俞松钢的感谢，亚
飞公益基金副主任徐荣杰表
示，这次活动是亚飞基金创
始人徐亚飞发起的。她这几
天在北京一直心系慈溪老家
的情况，“10日下午 5点多
她打电话告知我这位农户遇
到的困难，我们立刻组织人
手。今天中午 12点多，28
名志愿者自发赶来，帮助采
摘枝头成熟的梨和挑拣掉落
但仍完好的梨。目前共整理
出了200多箱黄花梨，打算
挑出 35箱比较好的送到敬
老院，其它的则由我们帮助
销售。”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
11位老兵志愿者前来，他
们不少来自桥头、匡堰等
地，为了赶到梨园，早早吃
过午饭，通过打的、坐公交
车等匆匆赶来。老兵志愿者
鲁慧淼表示，他们保持了部
队的习惯，坚持锻炼，平时
身体素质很好，“今年台风
特别大，一想到农户们受到
的损失，我们就迫不及待想
来帮忙。虽然天气热，但能
帮上忙我们心里很舒服。”

梨园来了志愿者

市民陈先生致电本报热
线：这段时间，国道很多路
段中间都在安装隔离栏，给
交通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不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装好。

全媒体记者戎志虎核实
报道：这几天，记者实地走
访了国道几个路段，发现有
的路段已经安装好隔离栏，
有的安装了一半，还有的正
在打孔立柱。作业施工时，
原本单向两车道的路面基本
上处在一车道至一个半车道
间，作业区被水马、路锥围
着。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
过路市民，他们表示国道安
装护栏虽然暂时出行受影
响，但非常支持这项工程。
家住龙山的方先生在观海卫
镇东工业区上班，他每天开
车路过掌起高速互通的桥
下，看到这里经常有行人、
电动车横穿马路，有时也看
到有机动车在双黄线等禁止
掉头的路段掉头，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隔离护栏安装
好后，这种现象就可以减少
了。”方先生说。

记者从市公路管理段了
解到，国道中央隔离护栏应
急工程东起镇海界，西至胜
陆公路，途经 7 个镇、街
道，工期一个月，从7月至
8月，采用双面波形梁护栏
进行上下行车道分离，增设
波形梁护栏25.274公里。目
前已经安装大部分，剩余的
还在陆续施工。

“护栏安装主要是为了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
平，全力降压道路交通事
故，工程完工后，将大大降
低行人、非机动车横穿马路
的情况，有效减少交通安全
事故的发生。”市公路管理
段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329
国道交通量较大，工程施工
会影响过往车辆通行，提醒
车主经过施工路段时小心慢
行，注意避让，也望广大市
民谅解。

国道安装隔离护栏
工期一个月

提醒：施工期间小心慢行注意避让

台风渐远，他们未歇……
昨天，清晨 5点的慈溪，

天空一片蔚蓝。
明净的曦日下，国家电网

浙江电力（慈溪）红船共产党
员服务队的 50名队员整装待
发。

超强的是“利奇马”，比
“利奇马”更强的是这群电力硬
汉。在刚刚过去的一天两夜，
他们已经和其他慈溪电力人一
起连轴奋战了一天两夜；从现
在开始的未来几天，他们将紧
急驰援台州路桥。“那里是重灾
区，任务只会更重。”同行中年
纪最大、将届花甲的谢保尔笑
着对年轻的队员们说道。

“人民电业为人民，保证
圆满完成任务！”早上5时半，
驰援台州的硬汉们在出征仪式
上庄严宣誓，随即迅速上车，
奔赴目的地。为了应对一切可
能出现的情况，他们此次共出
动了9辆抢修车；他们的“装
备”，大到又笨又重的吊车，
小到扳手、电笔一应俱全。

“在路上，我以为他们会
利用这点时间眯一会儿，没想
到他们一会儿打电话询问前方
的情况，一会儿又在讨论到了
以后怎么应对突发情况、怎么
展开工作……”开车送服务队
驰援台州的李师傅说，4个多
小时200多公里的路程，他耳
朵里听到的都是“工作、工
作”“抢修、抢修”。

上午 10时，服务队到达
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黄琅村。
这个拥有 2000多常住人口的

村庄面朝东海，是这次台风中
受灾最严重区域之一。队员到
达那里后看到，村庄多处是被
台风吹歪甚至刮倒的电线杆、
电力塔，断线短路情况非常严
重。“好汉们，开始干活。”此
次带队的沈科炬一声招呼，当
即着手谋划抢修方案，通过现
场排摸、实地踏勘，他们确定
了当天的抢修工作量和工作任
务，然后各司其职，全力修复

倒杆。
上午 11时左右，随着吊

车的不断调整移动，第一根倒
杆复位，后排的杆塔纷纷向前

“看齐”。
中午 12时半，他们就着

路桥区供电公司提供的食品匆
匆吃了一顿工作餐。此行年纪
最轻的队员小董算了一下，距
上一次吃饭的时间还是7个多
小时之前了。

饭后，他们只休息了二十来
分钟，马上开始了抢修工作。他
们检测到，当时黄琅村的地表温
度是36℃。看着他们又在烈日暴
晒下工作，当地村民75岁的陈阿
公有点“看不下去了”，上前问
道：“你们是哪里的，怎么这么
拼命？”当得知是慈溪来的抢修
队时，老阿公竖起了大拇指，激
动地用当地话说道：“了不起，
了不起！这么远的来帮我们，谢

谢你们，晚上的那盏灯能够亮起
来了。”

下午4时30分，这群“拼命
三郎”一样的电力硬汉已矫正、
新立电杆85基……

“天灾无情人有情，人民电
业为人民。这是我们电力人的使
命，也是我们的承诺。”队长沈
科炬说，他们会同更多的电力人
携手并肩，同心协力，尽早恢复
路桥供电。

在慈溪他们一天两夜未歇，援台州他们还将日夜奋战——

慈溪50名电力硬汉驰援台州

本报讯 昨日，本报 A5
版桥城快报刊登了《“哪里需
要我们，我们就在哪里” 桥
头党建联盟助力灾后帮扶》的
报道后，桥头镇党建办的电话

便开始响个不停。中午，电话铃
又响了，这次是慈溪农村商业银
行桥头支行行长陈建萍打来的电
话，“我要100箱葡萄。”趁着午
休时间，陈建萍火急火燎地提了
葡萄，又顶着烈日步履匆匆地赶
往镇环卫站和镇专职消防中队。

“台风期间，环卫工人与消

防队员风里来雨里去地工作，通
宵达旦地抢修救援，守护桥头村
民，我就想趁此机会聊表心
意。”陈建萍来到镇环卫站的时
候，室内空空荡荡，镇环卫站负
责人何国安说，台风过后，各村
的街道弄堂都需要打扫清障，工
人的工作量增加了许多，“这个

点都还在外面清扫呢。”
看到送来的一车葡萄，何国

安感激地握住了陈建萍的手，
“在其位谋其职，这只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罢了，你却惦记着我
们，太谢谢你了。”简单寒暄了
几句，陈建萍又马不停蹄地赶往
镇专职消防中队，转身是早已被

汗水浸透的背部……
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组织、爱

心人士也纷纷认购葡萄。截至昨
日下午 5点半，市青联认购 260
箱、镇女能人联谊会认购 80
箱，镇妇联、联谊会及社会力量
认购 100箱，镇侨联认购 65箱
……同城的爱心还在传递。

自掏腰包 认购一百箱受灾葡萄
刚一转身 为环卫和消防送清凉

■全媒体记者 赵思舜
通讯员 董骏城 姚科斌

■全媒体记者 陈思言
通讯员 胡萍 徐丹妮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通讯员 罗柳红 马益女

■全媒体记者 杨峻达

图为施工现场图为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