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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进入汛期以来，全市多地连
续出现暴雨，多流域、多河流出现
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多个地区
发生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灾
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也给当地防汛防疫工
作带来极大压力。严峻的汛情考
验，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打赢的
一场硬仗。

汛情紧急，必须要闻“汛”
而动。连日来，各地严防死守，
积极组织抢险救灾，迅速转移
并妥善安置了大量受灾群众，
这些成绩值得点赞。只有未雨
绸缪，制定好各种防汛应急避
险转移预案，落实各层级责任，
才能科学有序开展各项防汛工
作，才能抢在洪水之前转移有
危险的群众，千方百计减少人
员伤亡。

防汛工作间不容发，但也要
在防汛的同时做好防疫工作。一
方面，洪水会成为很多疫病传播
的媒介，必须积极应对，把准备工
作做在前头，防止汛后疫情传播；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警报”
仍未完全解除，防汛时大量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必然带来大量人
员交互，必须要注重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在防汛与防疫之间，决不能

顾此失彼，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百密一疏。各地在设置应急救
助点、安置点的时候，必须要考
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确保防疫
物资和防汛物资同步到位，切实
做好环境消杀、体温测量等工
作，切实将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
每一个细节上；同时也要做好汛
后灾区的环境消毒、四害消杀、
家庭消毒等工作。綦江区遭遇

“6·22”大洪水后，市卫生健康委
当即派出相关负责人及疾控专
家，并调派消杀防疫车赶赴綦
江，指导开展环境消毒、四害消
杀、疾病监测、健康教育等工作，
就是防疫与防汛同步，防止新的
疫病发生。

防汛同时要防疫，既是历史
上的经验教训，也是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日
前特别强调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防汛救灾工作。各区县、各部
门必须要牢记责任担当，守好防
汛的第一道“闸门”，堵住防疫的
最小漏洞，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妥
善安置受灾群众，维护好生产生
活秩序，才能不负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承诺，确保广大群众安全
度汛。

统筹做好防汛和防疫

□本报记者 崔曜

6月28日，2020年重庆市“最
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重
庆卫视播出。其中，有一段画面让
全场观众屏住了呼吸。

画面显示：2019年6月21日上
午9时，涪陵区江北街道李寺村刮
起了狂风暴雨。该村4组组长、地
灾群测群防员赵正武在雨中巡查时
发现二墱坪出现土体溜滑迹象，危
险正在逼近！

作为群测群防员，赵正武经常
参与地灾防范演练和相关知识培
训，直觉告诉他应该立即撤离该村
9户25人。他当机立断，拿起电话
就向上级汇报险情。

刚汇报完毕，赵正武就接到村
民电话——“蔡友山老人家的土房
子进水了。”赵正武吓了一大跳，蔡
友山是90岁的老人了，行动不便。

“我必须在房子被水淹没前救出蔡
友山老人。”放下电话，赵正武就往
蔡友山家里冲，直接把老人背了出
来。“老人背出不到10分钟，他家的
土房子就被泥石流掩埋了。”

背出蔡友山，赵正武又开始疏
散其他几户村民。10时30分，该
村发生大面积滑坡，滑塌方量约

3.6×104m3，造成3栋房屋被埋，6
栋房屋严重受损。“还好赵正武通知
得及时，帮助我们逃过一劫啊！”看
着滑坡现场，安全撤离的村民们不
禁唏嘘庆幸。

由于赵正武巡查工作到位，组
织撤离及时，滑坡未造成李寺村人
员伤亡，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至少千
万元。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赵正武：

一个人守护一村人的平安

赵正武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守住底线 盯住痛点 放大亮点

南川 不遗余力攻坚克难 百日会战彰显成效
实施持续稳定增收“五条措施”，

筹集到位3000万元补助资金，实现全
区转移就业18439人，新开发公益性
岗位安置贫困人员993人，新纳入低
保兜底475人，在本土超市建成扶贫
产品销售专区10个，在乡镇和城区农
贸市场开设“贫困户自卖区”35个。

完成全区12366户建卡贫困户、重
点户走访核实和系统录入，发现各类
问题2430条，通过实行简单问题现场
处理、重点问题村两委立即处理、难点
问题乡镇街道限期解决，相关问题已
全部完成整改。

全区中巡"回头看"整改信息平台
67条任务完成66条，其中扶贫专柜正
在整改中；国家成效考核整改信息平
台61条任务全部完成；市级成效考核
反馈18个问题和2019年度扶贫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反馈26个问题已全
部完成整改……

一组组象征着成绩的数字背后，
是一项项攻坚举措在精准发力。不仅
饱含了温度和汗水，更凝聚了南川广
大干群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无穷力
量，而落到群众生活的变化里，就是一
句句暖心的感慨：“生活不再受穷了”

“住得更舒适了”“家乡更美了，也更强
了”……

自今年4月15日南川正式打响"
百日大会战"，近3个月来，该区聚焦贫

困地区、贫困群众主战场主阵地，集中
力量攻坚拔寨，正让南川儿女过上美
满幸福的新生活。

锁定靶心定点攻坚
全面消除最后贫困

初夏雨后的清晨，全市脱贫攻坚
定点攻坚村南川区金山镇院星村迎来
暖暖阳光。在周家坝组贫困户赵弟明
心里更暖的是，脱贫有了保障，美好生
活有了更多向往。

据院星村第一书记周旺介绍，赵
弟明一家6口 2014年就被纳入了建
卡贫困户，为该村最后的未脱贫户。
虽然一直有村里的大力帮扶，但因为
赵弟明患有四级精神残疾，加上4个
孩子的就学压力，只有妻子一个劳动
力的家庭，一直以来也没有如愿脱贫。

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
底线。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赵弟
明一家也迎来了改变。今年通过对赵
弟明落实公益岗位，安排妻子杨万容
就近到集镇项目部务工，持续落实4
名学生教育扶助、低保兜底救助等政
策扶持措施，这个家庭已成功减压。

“算上刚启动的土鸡养殖、笋竹种植、
水稻种植等产业帮扶，他们一家全年
人均收入可达到8800元以上，可以说
顺利脱贫完全没有问题。”周旺说。

确保扶贫路上不落一人、不漏一户，
这是南川“百日大会战”的实际担当。为
全面确保消除最后贫困，除了全力攻坚
全区剩余74户213人贫困人口，南川还
同时发力巩固脱贫成果。针对东城街道
黄淦村、金山镇院星村2个定点攻坚村
在内的全区40个贫困村，该区及时开展
监测对象排查，跟进帮扶。

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区现有脱贫监测户333户1155
人，边缘户190户574人，按照《关于建
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意
见》落实帮扶措施，今年人均收入将确
保达到6000元以上。

补齐短板做强弱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还有平衡性，可持续
性上的问题需要解决。“要严格按照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全面查漏补缺，
补齐短板弱项。”南川区委主要负责人
在调研时的讲话直指问题关键。

为全面补齐短板做强弱项，该区
陆续出台了《关于做好贫困户居住环
境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南川区加大
农村危旧房整治有效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实施方案》等"七个一批"政策措施，
拿出“真金白银”提升保障水平。

自“百日大会战”以来，南川相关
提升行动也相继进行。工作逐项落
地，高质量完成718户三类重点人员住
房改造；同时，投入5000万元对全区
三类人员开展饮水安全户户排查整
改，对贫困户入户便民路、院坝全面进
行硬化，扎实开展厕所改造，着力改善
人居环境；全面落实村医在岗值守制
度，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服务和
基本医保全覆盖……

“以前的这里环境卫生条件极差，
堰沟污水横流，柴草杂乱无章堆放，鸡
鸭鹅等牲畜粪便到处都是，下雨天户
与户之间的小路污水横流。”而如今，
看着清靓整洁，如诗如画居住环境，村
民赵志容则满怀自豪：“现在住农村比
住城里还好些，哪个不羡慕！”

找准特色发挥优势
筑牢乡村振兴根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近日，随着夏季避暑旅游即将到
来，山王坪镇山王坪3社村民李龙合开
始忙碌起来了。除了自家农家乐的准
备工作，他向村里也跑得越发勤快，因
为他今年又有了新计划：“想在农家乐

周边再发展一些果树，游客来了有更
多耍事儿。”

从一家年人均收入仅2400元被
列入建卡贫困户，到凭借着农家乐一
年毛收入4万多元顺利脱贫，成为周边
农户的榜样。李龙合的变化只是南川
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收官阶段，
南川充分发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全
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优
势，正为全区实现高质量脱贫攻坚贡
献力量，为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能。

据南川区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百日大会战”中，该区从促进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出发，还扎
实开展了乡村旅游扶贫、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等“十大”专
项行动，在激发农村人口内生动力，优
化生态环境，促进产业发展，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下足功夫。

如今走进南川大地，到处蓬勃生
机。到了广大农村所见所闻无不令人
赞叹，硕果累累的田间地头，交通便捷
的密织路网,宽广的住房，幸福的笑容
在农民的脸上……好一幅幸福美好的
新农村图景。

张宏

三泉镇窑湾村大力发展避暑经济，让群众增收致富 摄/甘昊旻

重报时论

黔江发布自建立气象预警系统以来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积极应对暴雨天气，无一人伤亡——

惊心动魄48小时
□本报记者 崔曜

6月27日4时至6月28日11时，黔
江区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雨。6月28
日，该区发布自建立气象预警系统以来
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暴雨之后，洪水
在阿蓬江形成洪峰。

6月29日上午10时，重庆日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洪水已经消退，但两岸被冲
刷的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那惊
心动魄的48小时。

暴雨20分钟形成灾情

“27日凌晨4点20分，我接到了第
一个报警。”黔江区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
办公室主任柏昌云回忆说，当日凌晨4
点，大暴雨袭来，雨势之猛，灾情之快，完
全超出了想象。

城西街道石峡小区最先出现险
情，小区房屋的底楼被洪水淹没，群众
困在里面出不去。接到电话，黔江区
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协调消防队员前
去救援。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抵御这场暴
雨洪灾的“大脑中枢”，其建立了自然灾
害防灾减灾群和自然灾害会商研判群，
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都在群
里面，随时共享信息。因为早在24日指
挥部就接到了气象预警信息，相关单位
提前进入临战状态，24小时有人值守。

石峡小区报警没过几分钟，电话再
次响起。这次是城南街道发现有滑坡迹
象，册山河水位也在上涨，险情一触即
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立即沟通交警部
门封闭道路，转移可能会受灾的群众，并

安排人员对滑坡进行观测。
大约5点半，又一通电话打来。城

东街道报告，电信大楼背后突发山洪，水
和泥沙已渗进了居民楼。由于险情重
大，一直蹲守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黔
江区应急局副局长周玉发带队前往现场
转移受灾群众。

……
27日当天，接到的各地险情报告近

30个。

水库紧急泄洪13小时

27日晚上7点左右，洪水逼近黔江
区洞塘水库664米的汛限水位。洞塘水
库将险情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汇报后，
立即开闸泄洪。

洞塘水库站长曹胜利从监控画面里
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洪水声。从大坝向坝
后俯看，每秒10立方米的洪水从大坝闸
门倾泻而下，场面十分壮观。大坝消解
了洪水的巨大破坏力，从闸门而出的洪
水变成了涓涓细流，沿着河道缓慢地流
向下游。

“我们采用了递增式泄洪，逐渐增加
泄洪量。”曹胜利说，刚开始水库每秒泄
洪10立方米，28日上午7点到10点期
间降水猛增，水库每秒泄洪量也相应提
高到30立方米。

29日上午8点45分，洞塘水库停止
了泄洪。曹胜利伸了一个懒腰，长时间
对着屏幕，他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说：

“这是近十年来我遇到过最严峻的洪水，
得到气象预警后我们提前安排水库预
泄，腾出足够防洪库容，有惊无险地度过
了这次汛情。”

紧急转移1万多名群众

黔江区东南部阿蓬江畔的冯家街道
是此次洪涝灾害的重灾区。28日下午1
点54分，冯家街道办事处主任李方文接
到电话，街道下辖的中坝社区居民喻建
明家快被淹了，洪水已经漫灌到其家门
口，喻建明一家五口暂时跑到2楼避险。

“我一家有老有小，我妈年龄大了腿脚
不便，我老婆刚生了小孩身体很虚弱，还有
一个5岁和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真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曾接到预警通知没有及时
撤离的喻建明在求救电话中泣不成声。

冯家街道派出所所长陈胜、民警黄
建勇以及其他三位救援人员接到命令
后，划着橡皮艇驶向喻建明家。行进水

面上有很多漂浮物，有树枝挡住了去路，
陈胜用小刀割断了树枝，橡皮艇才到达
了喻建明家门口。

橡皮艇无法继续前进，救援人员只能
步行进入喻建明家。“越往里面走水越深，
刚离开橡皮艇时水还在膝盖下，到了房子
里面水与跟胸口齐平。”下午2点30分，陈
胜、黄建勇和其他三位救援人员一人背一
个，把喻建明一家顺利转移到安全地方。

据黔江区应急局初步统计，此次洪
涝灾害紧急转移群众1万余人，救援工
作一直持续到28日晚12点。29日凌晨
3点，洪峰顺利过境黔江。来自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消息，黔江区共有45735
人受灾，但由于当地党委政府提前预警，
迅速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无一人伤亡。

▲6月28日，黔江区濯水古镇干部群众在观察洪水的涨势。 （本组图片均由特约通讯员杨敏摄）

▲6月27日晚，消防员在黔江区冯家
街道桂花社区沿溪沟水面上救援。

▲6月29日，黔江区濯水古镇旅游公
司员工在清淤。

▲6月29日，黔江区濯水古镇旅游公
司员工扶正被洪水冲倒的风景树。

【相关新闻】

中央气象台6月29日继续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29日至30日，我国强降雨
范围仍然较广。从6月 2日到 6月 29
日，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28天发布暴雨
预警，持续时间为近年来罕见。

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强降雨仍将
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受强降雨影响，四
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浙江、安徽以
及河北、新疆等地局地山洪、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高，需加强防范。

来自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
息称，重庆市自6月 26日以来遭遇连

续强降雨过程，截至6月 29日 10时，
此次强降雨已造成黔江、綦江、武隆、
彭水等 25 个区县的 267 个乡镇（街
道）、218953 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
4722人，需紧急生活救助3659人。截
至目前，本轮降雨过程中超警戒或超保
证站点的水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
下。经会商，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定于6月29日12时结束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

(综合央视新闻联播、新华社、华龙
网消息)

中央气象台已连发28天暴雨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