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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8 月 13 日电(记者何玲玲、王
俊禄、吴帅帅)千年古城浙江临海，台风过后的
天空通透、蔚蓝，久违的阳光少了云层遮挡，分
外明亮。

但在几天前，一度达 4 米高的洪水裹挟着
泥沙，冲破江南长城的大门，古城顷刻一片汪
洋，城内多处水位逼近一楼天花板，汽车像塑料
玩具一样被冲得七零八落。

风骤雨急、威力惊人！超强台风“利奇马”席
卷浙江。面对防台防汛的巨大考验，浙江省广大
干部群众发扬浙江精神，严阵以待、严密防救，
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守望相助、修复家园，尽最
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快回归正
常生活秩序。

洪水逐渐退去，受灾群众早已动手修复家
园。他们把污水和淤泥从冰箱、窗台、床底清理
出去，把门口的垃圾、杂物、车辆清理安置好；他
们看看邻居们是否需要帮助，街上有没有要抬
走的路障。

阳光照在窗台，花朵重新绽放，灶头燃起了
火苗，熟悉的生活正慢慢回来……

捡起锅碗，群众积极灾后自救

“遭遇了罕见的巨大灾难，临海这座古城的
老百姓依然淳朴、坚韧而热情。”救援人员邱招
易说，他们没有抱怨，积极自救互救，对施以援
手的人充满感恩。

浙江省委相关会议研判，“利奇马”风力超
强、雨量超大、范围超广、时间超长、破坏力超
大，是 1956 年以来登陆浙江综合致灾强度最高
的台风。

台风登陆点位于浙江温岭，但毗邻的临海
市因洪水成了重灾区。

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江南长城的内外，
一度有 4 米高的洪水压城、 2 . 5 米深的严重
内涝，让古城遭受重创。记者 11 日通过搭乘
越野车、换乘消防车、站上铲车铲斗、蹚过
泥浆水坑等多种方式，艰难穿越整个城区，
来到城墙脚下。当时所见，城墙外，浑浊的
洪水滚滚东流，上游冲下来的化肥袋等垃圾
高高挂在树梢上；城墙内，居民一楼普遍被
淹没，家电基本报废，淤泥和垃圾遍地，群
众正积极开展清理自救。

现在，临海主城区的积水已经基本退去，灾

后重建工作有序展开。
一杯水、一碗饭、一句问候，人们在抱团

取暖中汲取力量，迸发愈挫愈勇的斗志。
受到台风“利奇马”强降水影响，杭州市

临安区岛石镇银坑村发生山洪，数间房屋被
冲毁，造成 7 人遇难。灾害发生后，在一户简
单打扫的农民家中，村民唐大姐就和几位妇
女忙碌起来。

一盆番茄炒蛋，一盆炒冬瓜——— 菜虽简
单，但热气腾腾，心里暖暖。“前方清理道路、

搬运器材，我们帮不上忙，能让参与救援的村
民和战士吃上一口热饭，是后方村民的本
分。”唐大姐说。

不等不靠，邻里抗灾携手并肩

被子、米袋、垃圾桶、广告牌、球桌……这
些东西被并排摞得老高，堵在临海湖畔尚城

小区地下车库的门口。这是古城唯一没有被
淹的小区，上百名业主的自救，保住了自己的
家园。

缺装土的口袋，他们就倒掉大米、拆下被
套、拿出裙子装上泥土砖石做成沙包。他们中
有退休教师，有工程老板，有律师，更多的是
不知姓名和职业的人，平时来往并不多。这场
洪灾，却让他们自发站到了一起，用人力筑起
了两米高的堤坝，挡住了洪水。

大灾面前，无数陌生人成了团结一心的
家人。

在永嘉县山早村，山体滑坡灾害发生的
第二天，一片狼藉的村庄里就陆陆续续出现
了许多“小红帽”。从高速公路到山早村，从村
文化礼堂到搜救前方……在泥泞破损的道路
上，“小红帽”们一趟一趟运送着饮用水、食品
成了一支补给队。

浙江省劳模、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

科主任医生陈云芳已经退休，老人迫切要求上
街志愿服务。“在水中浸泡后，皮肤疾病、磕碰伤
等病人一定增多，我觉得应该第一时间解决大
家的需求，也为这个城市多凝聚一份爱心。”陈
云芳说。

在浙江各地，很多干部职工本身也是受灾
人员，但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清理和服务
工作。许多城市汽车被淹，不少工作人员将私
家车变为工作用车，运送人员和物资。

守望相助，干群协力修复家园

救灾途中偶遇两岁儿子，10 秒钟的车窗相
会，年轻的母亲何芳芳是这样完成的：6 秒钟的
相视一笑，3 秒钟的挥手告别，1 秒钟的油门加
速，忍着眼泪冲向灾区……

何芳芳是临海市括苍镇的一位女干部，连
续抗台救灾好几天没回家，两岁小孩托给保姆
带。在路上，她与去保姆家接孩子的爱人偶遇，
摇下车窗匆匆挥了挥手，又投入到了救灾工作
中。

临海邵家渡街道大路王村村委会主任、党
员侯崇剑已感冒高烧多日，但仍“白+黑”坚守在
抗台一线，从 8 月 8 日起，侯崇剑和指挥部人
员冒着狂风暴雨，挨家挨户走访，帮助村民搬
运物品、加固门窗。在把 121 位老人安置到过
渡房后，他才去医院挂了点滴。

群众自力更生、干部主动作为，浙江各
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把台风造成的损失降
到最低。“一大早，镇里的农业专家已经来
过，教我们将樱桃的树枝剪掉，只留下主
干。如果积水迅速退去，或许还有救。” 11
日一早，宁波颐和果乐园负责人陈芬来到自
家果园，按照专家的指导修剪果树。同时，
保险公司也已上门，对果园的灾情进行了现
场勘查。

抗灾救灾，全省一盘棋，党员领导干部冲
锋在前、向险而行。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分别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指挥抢险救
援，慰问受灾群众。当前，浙江正全力以赴做好
救灾减灾工作，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安抚受灾
群众，恢复水毁的道路、电网、通讯、水利、城市
排涝等基础设施，做好卫生防疫，严防次生灾
害，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
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洪水逐渐退去，太阳照常升起
浙江台风受灾群众积极开展灾后自救见闻

新闻纵深

不等不靠，重建家园
本报记者王俊禄、唐弢

8 月 10 日凌晨，超强台风“利奇马”裹挟
狂风暴雨登陆浙江，毁坏房屋、阻断道路、淹
没城镇，且造成多地人员伤亡。灾害面前，浙
江人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干部群众携手同
心、并肩作战，用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品格迎
难而上、修复家园。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是
民族精神在面对灾害时的集中体现。

灾害面前，受灾群众自立自强，不向困难
低头，非常值得敬佩！发生山体滑坡后，浙江
永嘉山早村村民们，拿起身边的铁锹、镐头，
走向废墟，搬石头、平路基，抢通补给道路，迈
出恢复重建第一步。房屋冲毁，可以建；家当
淹了，可以挣。父老乡亲携手并肩，才是重建
家园的强大支柱。

灾害面前，当地党员干部必须冲锋在前。

临安突发山洪，山区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背
驮手搀转移受灾群众，4 小时完成 200 人大
撤离。浙江嘉善雨水倒灌进村，65 岁的市场

管理人员连续七八次沉入漆黑的河中，用“肉
身”封堵排水口；10 秒的车窗相会后，因救灾
几天没见到幼子的临海女干部何芳芳，又忍
着眼泪冲向灾区……他们许多人默默无闻，
但哪里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带给群众信
心和希望。

灾害面前，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一
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台风来袭，
卫生急救小队分批挺进灾区，对受灾群众开
展疾病防疫监测、治疗；电力抢修人员夜以继
日走街入巷、顶风冒雨攀登泥泞山路，全力抢
修受损电力设备；孕妇临盆，消防员涉水一路
护送。所有人在各自的主战场，“攻下”一个又
一个“阵地”，才能最大程度保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对浙江来说，当前抢险救灾任务依旧艰
巨。党员干部要担当作为，全力以赴救援失踪
人员，安抚遇难群众家属，想方设法安排好受
灾群众生活，让受灾群众减少后顾之忧，坚定
信心希望，共同修复美好家园。

新华社贵阳 8 月 13 日电(记
者汪军)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历
时 7 个月侦破案件；检察机关两
次退侦，用 7 个月严密审查后提
起诉讼；审判机关在没有类似案
件审理经验的基础上，审理成功
并作出判决。

2018 年 8 月，贵州省遵义市
凤冈县人民法院对冷林等人犯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案公开宣判。案件宣判后，没有
一名被告人提出上诉，这在贵州
引发强烈反响。受访人士认为，案
件办理真正实现了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寻衅滋事牵出黑社

会，警方历时 7 个月侦

破

时间回到 2016 年冬，凤冈县
何坝镇发生一起表面看并不惊人
的寻衅滋事案。12 月 5 日，何坝
派出所接到一家车辆保养场报案
称，有十多名男子持械打砸车辆。
就在警方联系被打砸车辆使用人
出面配合调查时，对方却迟迟不
肯露面。警方多次联系，对方始终
推辞，这就让一起寻衅滋事案增
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参与打砸的人比较多，关键
是被打砸车辆使用人总是找借
口，不愿意出来见面，这就引起了
我们的怀疑。”时任何坝派出所副
所长杨昌洪介绍。

经过深入摸排，警方发现被
打砸车辆使用人有犯罪前科。其
车辆被多人持械打砸且不肯露
面，其中必有蹊跷。通过更进一步
细致的工作，警方敏锐发现了涉
黑涉恶线索，于是及时向上级报
告。

遵义市公安局牵头成立了专
案组，抽调精干警力 32 人全力侦
办这起案件。万忠健作为从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到凤冈县公安局挂
职的副局长，当时在专案组负责
审讯攻坚。他介绍，通过 7 个月的攻坚克难，查清了以冷
林为首的 12 人涉黑团伙违法犯罪事实，并形成了证据链
条。

“几名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最初一直不开口，案件很
难往下深入，尽管专案组成员废寝忘食，但难度大、进展
慢。”万忠健介绍。2017 年 7 月 27 日，终于将这起涉黑案
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专案组充分借助大数据，从一起普通案件着手进行
“数据导侦”，成功端掉了盘踞在县城的涉黑组织。这是
“打早打小”“小案串大案”的典型案例。不仅如此，公安机
关还顺藤摸瓜打击恶势力犯罪和个别单案犯罪，共抓获
90 人。

为依法办案，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专案组采用异地用
警、异地关押等措施。万忠健说，异地用警可以最大限度
避免人情关系从中作祟，异地关押可以防止串供。侦查阶
段的精细化，是办成“铁案”的关键。

两次退回侦查，合力办成“精品铁案”

为了让案件诉得走、判得了，凤冈县人民检察院受理
案件后，组建了由 3 名员额制检察官、4 名检察辅助人员
构成的办案团队，并花 7 个月时间进行审查。

“要让被告人最终认罪认罚，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证据的审查至关重要。”办案团队
员额制检察官何天成说，在他 30 多年的检察官生涯里，
这起案件卷宗最多，有 129 册。

开赌场放高利贷，逼受害人喝农药自杀，让人脱光衣
服在碎石上做俯卧撑，将他人非法拘禁 30 个小时……这
些经审理查明的犯罪事实，从侦查到审查，一件一件累积
构成。

冷林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名声”很大。如受害人
王民(化名)所说，“他就是个亡命徒，无论什么事都干得
出来。”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必须细致入
微、精益求精。

这起涉黑案危害很大，正如记者采访时听闻，“三岁
娃儿都知道凤冈有个冷林”。办案团队员额制检察官潘志
贵介绍，公检法要合力将案件办成“铁案”，首先必须过证
据这一关。案件移送之后，检察机关审查发现犯罪事实不
够清楚、证据不够确凿，于是前后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又
补充了 9 卷证据。

这样一来，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特
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所有特征，已经全部清晰梳理
出来。

“光是审查报告，就写了 10 多万字。”潘志贵说。在大
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2018 年 2 月，检察机关将这起涉
黑案起诉至凤冈县人民法院。为了在法庭上完成质量高、

效果好的答辩，办案团队加班加点制作 300 多页答辩提
纲。

7 人合议庭公开审理，案件实现惩治

教育效果

2018 年 8 月 14 日，凤冈县人民法院对冷林等人犯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公开宣判，分别
判处 12 名被告人十六年至一年十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出门放心，在家安心。”当地群众听说冷林团伙被绳
之以法，纷纷竖起大拇指向办案机关点赞。个体户张文
(化名)说，通过扫黑除恶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大家过得
清静了，早出晚归放心大胆干事。

由 3 名员额制法官、4 名人民陪审员、4 名辅助人员
组成的审判团队，在没有类似案件审理经验支撑的情况
下，深感责任重大，顶着巨大压力，成功办理了这起最高
检、公安部督办的案件。

案件审理完毕，闭庭的法槌敲响那一刻，审判团队中
怀孕的女法官李艳，险些倒在审判台上。

“尽管付出很多努力、遇到很多困难，但结果是多方
满意的，被告人全部认罪，没有一人上诉，检察机关也没
有抗诉。”审判长张乾武说。据了解，这起案件是贵州省为
数不多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的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的案件。

贵州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法学博士李婷分析认为，一
审判决后各被告人均认罪服判，这是公检法三机关规范
执法、严格司法，在办案过程中注重释法说理所实现的裁
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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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个赞，为“被抹黑”干部澄清正名、撑腰鼓劲
梅讯青

近日，安徽省纪委出台规定，党员干部、
监察对象受到诬告陷害、错告误告，在选举、
任用和生活上造成不良影响，应通过召开会
议、发文通报和发布公告等多种方式给予澄清
正名。

此前，上海市委组织部也制定了《中共上海

市委组织部“12380”举报查核工作规程》，明确
要建立诬告陷害查处和澄清正名机制，旗帜鲜
明为干部撑腰鼓劲。

为“被抹黑”干部正名，为实干者撑腰。这些
规定、规程出台很有必要，使敢于担当、踏实做
事的干部受保护有了制度保障，值得点赞。

当前，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剩下的全是“硬
骨头”，任务之重、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各类新情
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呼唤更多实干家攻坚克
难。但在利益多元化、诉求多极化的社会转型
期，实干者在攻坚克难过程中动真碰硬，难免会
触及一些人的“奶酪”、得罪一些人，从而遭到恶
意诬告、诽谤。对于给实干者背后“捅刀子”“使

绊子”的恶意诬告，如果不严查不实举报线
索，及时为实干者澄清正名，最低程度地减少
对“被抹黑”干部工作生活的影响，不仅会使
当事党员干部寒心，还会影响一大片，挫伤更
多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干扰新时代改
革创业的进程。

不仅诬告陷害、错告误告，在日趋复杂
的舆情环境中，网上还时有一些未经调查核
实的偏激言论出现，一些党员干部稍有不慎
就成为这些“偏见”和“不实言论”的受害者，

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各级党委和执纪部门
应及时针对网民的言论，有疑必查、有查必
复、复必详尽、切实处理，确实有问题的一个

也不放过，清白的要及时采取通报会、谈心
谈话等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为干部澄清
事实、主动正名，让被诽谤、被冤枉、被误解
的党员干部放下思想包袱，消除顾虑，轻装
前进。

让人欣慰的是，不仅是安徽、上海，目
前广东、黑龙江、内蒙古等多地也已相继出
台政策保护干净担当、专心做事的干部。从
制度上“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给敢闯敢干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保护干事
创业激情，让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后顾之忧地
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
推向前进。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
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6 时，台
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
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 9 省市 1288 . 4 万人
受灾，204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据统计，此次台风还造成 1 . 3 万间房屋倒

塌，11 . 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996 千公顷。各地 4 . 2 万余名消防指战员共参
加抢险救援 6382 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被困
群众 12447 人。

8 月 13 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台
风“利奇马”后期防御救援救灾工作，强调台风

“利奇马”虽已停止编号，但强降雨带来的危
害依然很大。东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要细化实化工作措施，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包
保责任落实到村到户到单位，进一步排查灾
害风险点，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
事故。山东省及以南致灾地区要加强灾后救

助和恢复重建工作，做好灾情统计，确保受灾
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
处，对受灾群众要返回居住的房屋、复产复工
的厂矿进行评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当日下午，应急管理部还启动了对辽宁的
应急救灾响应。

“利奇马”破坏力强，1288 . 4 万人受灾 204 万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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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3 日，在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工作人员在整理农产

品。

受台风“利奇马”

影响，“蔬菜之乡”山

东省寿光市局地受

灾严重。记者走访了

我国最大的蔬菜集

散中心——— 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以及部

分大型商超，目前当

地蔬菜货源供应平

稳。8 月 12 日寿光蔬

菜日定基价格指数

为 9 0 . 5 7 点 ，较 1 1

日上涨 1 . 49 个百分

点，蔬菜价格略涨。

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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