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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
第8号台风“玛莉亚”昨日9时
10分 前 后在 福 建 连 江 沿 海 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级（42米/
秒），中心最低气
压960百帕，为有气象记录以
来，
7月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
虽然台风对厦门影响较小，但
厦门各有关部门严阵以待，
没有
丝毫松懈，
全市防台意识也通过
这次台风备战，
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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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气象局接连发布台
风红色和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这也是我省今年首次发布最高
级别台风预警。在连江登陆后，
连江、霞浦、罗源等闽东地区迎
来狂风暴雨。
霞浦牙城镇，因海水倒灌，
街道被淹；霞浦三沙镇沿海，
“玛莉亚”掀起巨浪，百米长堤
波浪滔天，沿岸公园被风浪冲
毁；福州也狂风大作，路边隔离
铁栏杆被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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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玛莉亚$未在厦门登陆!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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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风的救援力量仍严阵以待%
据台风路径预报!一大批来自厦门的救援力量比台风更
早地来到预计登陆 地 !和当 地的 受 灾群 众同 舟 共济 !全力 投
入灾中&灾后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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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厦门市气象局专家介绍，
台风对厦门影响较小主要因为
“玛莉亚”并不“肥胖”，
整体结
构比较紧凑，
带来的强风区影响
面积小；而且中心距离厦门较
远，
我市主要受外围环流影响。
截至 昨日 17时，台 风“玛
莉亚”已移动到闽北，
等级减弱
为热带风暴级别。接下来，
“玛
莉亚”还会一路向西，
进入江西
境内，同时强度和影响继续减
弱。如果市民以为“玛莉亚”只
是虚惊一场，
那就错了。据市气
象部门预测，受到台风尾流影
响，今天厦门各地风力仍较强，
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
局部地区
还可能出现大雨，天气比较凉
爽。此外，
今天，
闽南沿海仍可能
出现2
.
5
米—3
.
5
米的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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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亚”虽未在厦门登
陆 ，仍 然 牵 动 无 数 厦 门 人 的
心。10日开始，厦门日报社就
启动全媒体报道。昨日上午海
西 晨 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hai
xi
chenbao） 推送的台风
微信“刚刚！登陆！14级强台风
‘玛莉亚’登陆连江，福州宁德
多地现狂风巨浪，厦门今天将
……”，引起市民广泛关注，阅
读量迅速突破 10万 +。厦门市
民纷纷留言，为受灾地区民众
加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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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给宁德带来狂风暴雨，连江、
霞浦、罗源等闽东地区积水严
重，多条路段被淹，居民被困家
中。昨日一早，厦门思明区蓝天
救援队与闽清、福清蓝天救援队
等总计 35名队员和厦门飞鹰救
援队 4名队员赶赴现场，在当地
开展救援工作。
据厦门思 明区 蓝 天救 援队
队长水草介绍，宁德牙城镇区灾
情较严重，遍地都是倒塌的广告
牌和树木。队员戴着手套，挨个
捡起地上的铁皮、广告牌，防止
刮伤过路市民。手臂般粗的大树
遍地倒，截断了一条条马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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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拿着电锯割断，一点点清理
出干净的路面。
“ 别 担 心 ，马 上 就 到 卫 生
站！”厦门飞鹰救援队队员边转
移群众，边安慰道。昨日 15时，
飞鹰救援队接到救援任务，霞浦
牙城镇一名怀孕 8个月的女子被
困在自家二楼，
积水已淹没街道，
孕妇情绪很不稳定。队员们带上
冲锋舟， 过积水，顺利接到孕
妇，
并将其安全送到卫生站。
据介绍，救援前，蓝 天救 援
队预备了大量饮用水和自热米
饭等，但每护送一位居民抵达安
全地带后，队员就会为他们送上
一份食物。吃着热米饭，居民们
脸上满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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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台风“玛莉亚”在福州
连江登陆后，宁德、福州地区电
网受灾，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全
力驰援。 截至昨日下午，国网
厦门供电公司已分两批，派出
共335人的电力救援队伍驰援
宁德。
根据“风进人退 ，风 退人
进”原则，昨日14时许，随着风
雨渐弱，国网福建电力防抗台
风 工作 立即 转 入 灾 后 复 电 阶
段。厦门供电公司队伍根据统
一指挥，
分专业、分片区开展电
网运行监控和故障巡视查找，
科学组织抢修，尽快恢复受损
线路供电。在宁德福安，
来自厦
门供电公司的李春共产党员服
务队第一时间组织对溪尾乡10
千伏电力线路倒杆、断线现场
进行勘察，
制订应急抢修方案。
据悉，早在7月10日下午，
厦门供电公司首批跨区支援队
伍已前往宁德福安、
福鼎。首批
支援队伍有骨干人员278名，
分
为5大专业11支分队，
同时派出
包括应急发电车、高压试验车、
高空作业车、照明车等特种作
业车辆在内的车辆共67部。
另外根据宁德电网抢修需
要，
昨日下午，厦门供电公司再
次增援两支抢险队伍共57人奔
赴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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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厦门地区的航班和动
车将基本恢复正常，市民已经
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到今日之后
的动车票。
记者获悉，
昨日傍晚时分，
厦航 位于 福州 的 航班 逐步 恢
复，最早一班于昨日17时16分
到达。18时后到达福州长乐机
场的航班开始增多。厦门地区
的航班已基本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厦门地区的列
车也逐渐恢复正常。此前已购
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
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
日）持车票到任意火车站窗口
办理退票手续。12306网站购
买车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
质车票，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
票手续，
均不收取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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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厦门沿海景区关闭，那么
游客们都去哪儿呢？记者走访
发现，厦大白城、中山路、曾厝
等开放性景点，成为不少游
客的选择。
来自湖南的江女士告诉记
者，
她与朋友昨天抵达厦门开始
自由行，
看到台风预警后，原本
十分担心此次旅程，
但凉爽的天
气并没有让她失望。“希望接下
来几天都能这么凉爽。”江女士
说，
由于景区关闭，
她们临时改
变行程，
依旧玩得十分尽兴。
自由行游客可自行安排行
程，而旅游团则取消或更改行
程。厦航国旅副总经理洪永晋
告诉记者，昨日该旅行社在厦
旅游团共有10多个。“我们征
求了游客意见，将行程改成室
内活动，比如去逛SM 城市广
场等场所。”洪永晋解释，
不愿
前往室内场所的游客可自行留
在旅馆，并劝导游客解除台风
预警前不要外出，以免遇到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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