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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办证中心：区江城南路88号88836672
黄岩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黄岩站：钟山新村 137号（蓝色多瑙
河北大门对面钟山新村第 3幢东第
一间）。84232883 办证中心：总商会
大厦 1-3楼 84052019 毛先生：劳
动北路 108号（辰阳渔港大酒店南
面） 13018831677 院桥站：院桥镇
办 证 中 心 土 地 登 记 窗 口
13516863205 林先生：院桥镇兴华
路 20 号 84879377 东城站：桔乡大

道178号 13867637880
路桥区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路桥站：文化路513-515号（路桥发行
站） 82453456 陈先生：金水路98号
二 楼（区 政 府 大 门 口 对 面）
13306585118 方女士：路北街道騰达
路行政服务中心15557612789
临海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临海站：洪池路 4号（临海发行站）
85302750 东部办证中心：杜桥镇新
耀达 85509517 朱先生：临海办事
大 厅 斜 对 面 便 民 卷 烟 店

13058880023 办证中心：市府办事大
厅 18657680886 葛先生：杜桥镇解
放街336号85559987
温岭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温岭站：温岭市太平街道怡园路 60
号 86226689 林女士：温岭市太平
街道三星大道41号（农业银行隔壁小
绵羊火锅后门） 86031165 胡女士：
温岭中华路 306 号（道生刻章店）
15988963233
叶女士：温岭中华路316号（太平安康
刻字社）86133067 戴女士：泽国东

河 路 110 号（办 证 中 心 对 面）
13867674728
玉环市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玉环站：东城路市政府斜对面（玉环发
行站）87211176
办证中心：知青路 1号 15958675659
林女士：为民服务中心楼下对面第三
间13018887988
孙女士：为民服务中心对面鸿瑞事务
所 15857604611
天台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天台站：天台县赤城街道丰园路 103

号 83898738
仙居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仙居站：黎明路 1号（仙居发行站）
87784936

三门县遗失公告服务代办点
三门站：三门县海游街道交通路 129
号 83381019
包先生：梧桐路19号 13968520088

遗失洪冬领由台州市立
医院开具的浙江省医疗
机 构 住 院 收 费 收 据
（351），票 据 代 码 ：
31301，票 据 号 码 ：
120063683，票 据 金 额
36569.20元，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美誉空调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公章一
枚，财务专用章一枚，号
码：3310010108710，法
人章（付光誉）一枚，号
码：3310010108711，声
明作废。

遗失浙江新旺进出口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码：3310010114051，
声明作废。

渔船触礁要沉，温岭渔民紧急救援

“开一艘大船和一艘快艇一起去，保险。万一大船不好靠

近，可以用快艇。”郭文标从 15岁就下海救过人，已有 41年海

上救援经验，还有个外号叫“平安水鬼”。他很清楚，从温岭市

石塘镇小沙头村出海赶到温岭沿海积谷山要一个半小时，情

况紧急，救援的事等不了。

这艘出事的“浙象渔 25528”船是从象山过来的一艘拖虾

渔船，从事近海捕捞。渔船通常当天捕捞完后就驶回当地钓浜

渔港，售卖船上渔获物。因此，在海上行驶时通常是开足马力，

撞上暗礁一定会破损严重。

“当时小伙已经尝试救援，用自己的渔船拖住沉船，但是

效果不大，这艘船是肯定要沉了。”郭文标说，船保不住，人一

定要平安，于是他立即换了一套救援方案，让船上的7位渔民

全部穿上救生衣先上岸自救。由于当时正值退潮，积谷山沿海

的礁石也可以暂时用来逃生。

4日凌晨4时许，郭文标等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积谷山

沿海，此时出事渔船已倾覆在礁石旁，船尾早已沉下去，仅剩

部分船体露出海面。好在7名遇险船员全部平安无事。郭文标

松了一口气，将船靠岸接人，7名遇险船员全部获救，目前已顺

利返回各自家中。

海上义务救人四十余载

对郭文标来说，在深夜或凌晨被突如其来的来电铃声叫

醒，其实是常态。这两天也不例外，接连两次凌晨出海救援，头

天晚上才睡了半个小时。

8月5日凌晨2时许，郭文标又在睡梦中被救援电话叫醒，

有渔民在海上突然肚子痛得动弹不得，急需上岸就医，渔船却

返回不了。

“肚子一下子痛起来，动也动不了，是结石。”郭文标一边

带着船员赶过去，一边提醒渔民多喝水。经过一个多小时航

行，渔民被找到并及时送医治疗，目前已无大碍。

郭文标从小在海边长大，家就住在温岭市石塘镇小沙头

村，是一位职业渔民。因为水性好还有一副热心肠，15岁那年，

郭文标在海上救了一位落水的老渔民，从此开始了40余年的

海上义务救助事业。2008年，中国首个海上民间救助站在温岭

成立，郭文标任站长。据官方统计，2008年到 2018年期间，郭

文标带领救助站队员共救起1240人。

每一次出海救人都是无偿的，郭文标还是很积极，有人不

理解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对此，郭文标坦言，他们渔民之间都

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优秀

品质，也是约定俗成的一种默契和习惯。”

海上救援是郭文标一直坚持在做的事，几十年如一日，守

在风口浪尖，救活人上岸，接死人回家。

记者 徐颖骅

象山渔船凌晨触礁沉没，温岭渔民出手救下7人

“平安水鬼”郭文标：救人，义不容辞！
8月4日凌晨3时许，天还没亮。温岭市石塘海上平安民

间救助站站长郭文标被一通电话打醒，一看是之前救过的一

位温岭渔民小伙打来的。“叔叔，积谷山这边有条渔船触了礁

要沉了，急需救援！”

“我马上过来，你用粗绳子拖住沉船，让船上的人先穿上

救生衣。”话音未落，郭文标立马跳下床，叫上三四个船员兄弟

一起出海救援。他们开上两艘救援装备：一艘港内应急救助

船，还有一艘快艇。

充足的光照、丰沛的水源是保障橘子质量

的基本要素。近 20多天来，阳光太过“热情”，

可雨水却远远不够。

橘树急需浇灌“解渴”，当地用水是否存在

吃紧的情况？记者从涌泉镇副镇长董斌处了解

到，目前，镇区内的十多个小水库及山塘水库

蓄水充足，可以保障当地用水需求。前段时间

水库多次放水，村居周边的渠道目前也有足够

的水量。

“我们家 1000多株橘树，山上山下都有。

山下的浇水倒不愁，山上的用水就紧巴巴的。”

临海市玉露山橘场负责人陈玉露说，村边溪流

水位虽然没有往年高，也还算够用。但山上没

有水源，要从溪边先抽水，用车运到山脚下，再

用机器把水打上去，才能一株株浇水，从拂晓4
点多开始干，一个上午也只能运两趟。

水运到山上不能直接浇灌，还得“挑时

间”。“得挑上午 8点前，或者下午 4点之后。否

则水太烫，浇下去反而伤橘树。”陈玉露说，为

了缓解山上用水难题，她家在各个山头都挖

了蓄水池、放置小水桶，可以存储近 20吨的

水。

“原本山上的水池是蓄雨水的，这段时

间就下了两场小雨，很多橘农备着的水池都

干了。”临海市涌泉镇梅岘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叶先利说，这两场雨下得不够

大，只是高山上的橘树有被淋到，山下的橘

树只有表面有雨水，地都没湿透。对于橘树

生长来说，空气湿度还是不够，叶子就容易

打卷，果子出现“太阳焦”的情况，导致口感

差卖不起价钱。

橘子收成小年碰上连续高温干旱天气，部

分橘农直言，今年蜜橘产量将明显下滑。“我们

的橘树都种在山下，浇水还方便点。但是连续

高温天，树龄小的橘树已经撑不住了，有一部

被晒死了。”黄岩区滋美柑橘合作社负责人杨

新富说，现在只有下雨才能解燃眉之急，并且

这雨还不能下太久。前期橘树缺水严重，持续

强降雨，会让果实吸水太饱，撑裂开。估计今年

产量比去年更低，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尽量降

低损失。

记者 陈佳杰/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高温天持续暴晒高温天持续暴晒
山地柑橘抗旱保收困难重重……山地柑橘抗旱保收困难重重……

果农忧心忡忡果农忧心忡忡：：
橘子晒成了橘子晒成了““太阳果太阳果””

叶子干枯打卷、

青色的果子晒出大片

的亮黄色……近期，

连续的高温天气让临

海市涌泉镇的橘树看

上去“无精打采”。降

雨不足叠加阳光暴

晒，高山上，还挂在枝

头的橘子不少已被

“晒伤”，成了“太阳

果”。高温天气还在继

续，不少橘农坦言：山

下不缺水，难就难在

怎么往山上运。

连续高温天气连续高温天气，，部分橘树因缺水被晒死部分橘树因缺水被晒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