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3日23时8分，在抢险人员连续奋战83小时后，127米宽的江西省鄱阳县问桂道圩决口成功合龙。
新华社发

江西鄱阳问桂道圩决口封堵顺利合龙

7月13日，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
三角乡，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前往救援。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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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赵勇

7月13日14时左右，随着“轰
隆”一声巨响，国道211线彭水苗
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沙沱社
区 与 万 足 镇 小 河 村 交 界 处
（K1754 000至K1754 050）一块悬
在半空的巨石崩塌并滚落公路一
侧，汉葭街道沙沱社区支部书记张
维玲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熬了4天3夜，终于排除了
险情，211国道也要恢复通车了。”
张维玲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自从发
现边坡岩石存在垮塌险情后，社区
干部与派出所民警、交巡警等人员
一道，第一时间到险情发生地值班
值守，及时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
劝阻。

时间回到7月10日19时40
分左右，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国道
211银榕线汉葭街道沙沱社区与
万足镇小河村交界处公路边坡岩
层崩塌，交通中断，所幸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和车辆损失。

不过，随着外层岩层崩塌后，
原本包裹在里面的一块巨石完全
裸露，摇摇欲坠。

国道211线是彭水县城到万

足、桑柘、诸佛等乡镇的主要通道，
同时连接着酉阳县和贵州省沿河
县，车流量大，人流量多。如不能
及时排除险情，这块巨石随时会给
过往车辆和行人造成极大危害。

险情发生后，彭水各级各部门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和相关
镇街一起开展抢险排危工作，最终
确定以爆破的方式排除危险。然
而，危岩高40余米、地势险要，人
员和设备都很难到达，抢险排危工
作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让抢险
队员和设备能顺利到达崖顶，救援
队专门租借了一台100吨的吊车，
通过吊车的缆绳来实现人员和设
备上下运输。

彭水公路管护中心副主任余
小勇说，由于岩层结构特殊，是“灰
包石”，增加了施工难度，仅仅钻了
3个炮眼，很多设备就“瘫痪”了。

“雨中作业也增加了施工难度和危
险程度。”余小勇说，看到抢险队员
在崖顶施工，岩石碎片不停掉落，
他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清理了900多立方米的碎石
和杂土。”直到13日17时40分左右，
险情才完全排出，车辆、人员恢复正
常通行，余小勇才长出了一口气。

彭水：

4天奋战清除悬崖巨石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冉川

7月13日，距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南腰界镇“7.8”洪灾发生已
经过去5天了，但镇长朱杰仍旧整
天忙个不停。

“今天上午才完成了清淤、扫
街工作，下午又组织开展消杀和进
村排查隐患点，他整天忙个不停，
像个‘陀螺’样连轴转。”同事如此
形容朱杰。

朱杰的“连轴转”是从7月8
日凌晨开始的。

7月7日21时至8日8时，南
腰界镇普降暴雨，监测雨量达
161.1毫米。特别是在7月8日2
时至4时，降雨量最为集中，最大
小时降雨强度达到71.0毫米，过
程最大两小时降水量达到121.8
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流经
南腰界集镇的河流及溪沟水量
暴涨，集镇积水严重，大部分房
屋进水，多处公路等基础设施损
毁严重。

7月 8日 2时 30 分，洪水开
始涌入南腰界集镇，消防车、警
车等警笛声长鸣，提醒着每位居
民注意暴雨引发的险情和滑坡
等次生灾害。仅仅5分钟后，集
镇水深已超过30厘米，许多民房
开始进水。此时，朱杰正乘坐着
消防车在水流中来回穿梭，用喇

叭向居民发出警示，提醒大家立
即撤离。“雨太大，喇叭声音传得
不远，很多人还在熟睡。”朱杰当
机立断，组织精干力量挨家挨户
查看。3时30分左右，集镇上的
洪水已经齐腰深，湍急的洪水掀
翻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冲垮了堤
坝。幸运的是，在朱杰及同事们
的努力下，集镇上500多户居民
全部安全转移。

7月8日7时，南腰界集镇上
的洪水渐渐退去，然而，进入集镇
的主干道却出现了4处滑坡。交
通中断，外界进入集镇的救援力量
及通讯全部被阻挡。朱杰又立即
赶往滑坡点，参加抢险疏通。

历经4小时的抢修，进入南腰
界集镇的4处滑坡点全部疏通，交
通恢复正常，外部救援力量也得以
快速进入集镇。

来不及休息，朱杰转身又投
入到了集镇的救灾工作中。从街
道清淤、消杀，到受灾群众安置，
再到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治理，
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目前，南腰界镇洪水险情已基
本解除，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基本
恢复正常，但朱杰仍然严阵以待，

“今年雨水多，洪水、地质灾害发生
几率大，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
惕，要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和财产安全。”

酉阳：

“陀螺”镇长救灾记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7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武隆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获悉，12日下午7时
许，位于白马镇鱼光村枣子组的牛
儿湾滑坡点继7日开始变形后，变
形加剧，并于13日7时开始大规模
下滑。目前，滑坡仍在持续，当地
已封闭了险区，禁止S529省道公
路车辆、行人通行，该滑坡点的23
户85名居民也已全部撤离，并未出
现人员伤亡。

据介绍，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
响，6月26日至今，武隆已发生地
质灾害62起，包括此次牛儿湾滑
坡在内，情况严重的有4起。

7月7日14时左右，鱼光村的
群测群防员任大平在巡查时发现，
牛儿湾滑坡点附近公路开裂，滑坡
点开始变形，并将该情况及时上
报。接到消息后，武隆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地质环境监测站第一时间
派专业人员到现场查看，根据当时
滑坡点情况，组织了5户村民撤离。

随着新一轮降雨来袭，12日
19时许，现场工作人员发现，牛儿
湾滑坡点变形进一步加大，判断滑
坡系数高。当晚12点开始，网格
员们便根据现场情况，指导鱼光村
组织剩下的18户村民连夜陆续撤
离。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牛儿湾滑坡点的23户85名村民
已全部安全撤离，由政府统一安
置。但滑坡仍在继续，已造成当地
8栋房屋倒塌。

“眼下相关部门已对险区进
行封闭，禁止 S529 省道公路车
辆、行人通行，我们也已落实了人
员加强监测巡视，24小时应急值
守。”陈江涛表示。

武隆：

牛儿湾滑坡点撤离村民85名

7月13日，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景
区的“点将台”（下）被洞庭湖湖水浸泡。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7月13日拍摄的长江南京段。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7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正
在转移的居民挥手暂别家园。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新华社南昌7月13日电（记者 吴锺昊 闵
尊涛）7月13日23时8分，在抢险人员连续奋战
83小时后，江西省鄱阳县问桂道圩127米宽的决
口成功合龙。

7月3日以来，鄱阳县出现持续强降雨，昌江
流域水位迅速上涨，多个站点连续超警。8日20
时35分，鄱阳镇问桂道圩堤发生漫决，堤内1.5
万亩耕地和6个村庄被淹，近万名群众被紧急转
移。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从江
西南昌、江苏常州、福建厦门调集400余名抢险
人员、52台套装备星夜驰援，并与陆续赶来增援
的火箭军、武警和预备役部队，一同封堵决口。
他们结合水情灾情、道路交通、灾区地形、未来气
候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等因素，集中研判灾
情，制定抢险方案。

由于漫决处上游公路被洪水淹没，封堵只能
选择在下游一方，中国安能的抢险人员采取“堤
头裹头保护、石碴戗堤进占、水上分层碾压、黏土
抛填闭气”的机械化单向立堵战法，进行封堵作
业，并按12小时一班轮流作业，确保“人歇机不
停”，全力以赴封堵决口。

据介绍，决口合龙后，抢险队员还将组织进
行反滤黏土及加高培厚工作，恢复堤身，确保堤
防结构及防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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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水总
量多、局部地区强度大，数百条河流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南等地出现多
起山洪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1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
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当前防汛已进入关键时期。各地
各部门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战洪魔，千方
百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汛情严峻
长江流域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连续经历了近十天的强降雨，鄱
阳县险情不断。截至12日15时，全
县共发生险情209处，其中鄱阳镇问
桂道圩、昌洲乡中洲圩相继出现漫决，
数十个村庄被淹。目前，该县防汛应
急响应已提升至Ⅰ级，数千人正沿湖
集结，与肆虐的洪魔展开护堤大决战。

在湖南，6月28日以来的降雨，已
导致洞庭湖区、沅水干支流、湘江和资
江部分支流42站水位超警戒，常德、
岳阳、邵阳、张家界等地受灾严重。

12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旱灾
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国家减灾委秘书长、应急管理部
副部长郑国光介绍，6月以来，长江流
域平均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最多，
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当前汛情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太
湖流域。西南等地发生多起山洪地
质灾害，部分省区中小水库、中小河
流堤防发生险情。

据最新监测，全国有27个省区
市3873万人次受灾，造成人员死亡
失踪141人，倒塌房屋2.9万间。

尤其近几日，一些河流站点出现
超过1998年洪水的水位，让人担心
是否会再现类似1998年的灾情？

对此，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回应
说，目前鄱阳湖部分站点水位超过
1998年，但长江中下游干流主要控制
站点的水位仍低于1998年。

“从气象角度来说，目前出现与
1998年相似的持续两个月集中降水
的可能性不大。”郑国光强调，近年来
我国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指
挥调度机制逐步完善，防洪抢险的能
力也比以前大大增强。

勇于担当
各地各部门有力有序抢险救援

8日，泸溪县普降大到暴雨，白羊
溪乡河面短短4小时内涨幅达到7.85
米。正在白羊溪乡赶集的居民谭竹

枝被积水困在农贸市场，前来引导百
姓撤离的乡长谭永攀知道后，立即安
排三名年轻干部下水搜救。不顾汹
涌的洪水，他们苦苦搜索近半个小时
后，终于在市场一处铁栏杆旁找到谭
竹枝并成功将其安全转移。

疫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
洪水面前，各地干部群众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响了防汛救灾
的攻坚战——

江西省已于11日10时将防汛Ⅱ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截至12日，该
省已投入抗洪抢险的人力超过7万人，
平均每公里堤防巡查人数29人，投入
车辆、装备、救生衣2万余台（套）件。

鉴于洞庭湖水位全面超警，湖南
省多地闻“汛”而动，每日近20万干
部群众在千里水线上巡查防守，紧急
转移群众25.3 万人次，及时处置了
108处滑坡、管涌、散浸等险情。

江苏省12日16时起，提升江苏长
江、太湖地区的防汛应急响应至Ⅱ级，
做好长江洲滩人员撤离转移各项应急
准备。目前全省超警戒河湖沿线地
方政府共组织5万余人巡堤查险……

面对严峻汛情，各部门压实责
任，全力以赴抢险救灾。

至发稿时，国家防总秘书长、应
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
学文率领的国家防总工作组正在江
西省鄱阳县、余干县，现场检查指导
鄱阳湖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据悉，国家防总已增派6个部级
工作组，由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委
负责同志带队，分赴江西、安徽、湖
南、湖北、江苏、浙江、重庆等7个重点
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江
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五省（市）
紧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亿
元。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向江西省紧急
组织调拨5000床毛毯、5000床毛巾
被、5000张折叠床和2000顶帐篷。

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后，水利部进
一步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频次，
每天不定期进行会商研判，加大对长
江、太湖流域的防汛指导力度，并聚
焦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灾害三
大风险组织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工
程，共拦蓄洪水532亿立方米。

主汛期以来，自然资源部强化地
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成功避让地质
灾害128起，应急避险5055人；中国
气象局严密监测各种灾害性天气过
程，每天滚动会商天气，6月以来，连
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

紧要时刻，方显责任担当。一座
座防洪堤坝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
舍昼夜巡查排险，正是危难面前兑现

“以人民为中心”承诺的生动体现。

共护家园
众志成城抢险救灾

在鄱阳县江家岭村抗洪一线，一
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阿姨团”干
活格外卖力。干不了扛沙袋的重活，
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
协助巡护。

村民余风英是这支“阿姨团”的
队长，“我们之前都是一起跳广场舞
的‘舞友’，洪水来了，看到这么多救
援人员来帮我们修圩堤，我们也要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
回家支援。”7月10日，江西九江市柴
桑区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出一封动
员外出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家
书”后，数千名在外的江洲人纷纷响
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江洲镇
团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家乡抗洪尽
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程
局迅速从江西南昌、江苏常州、福建
厦门调集400余名抢险人员、52台套
装备星夜驰援鄱阳县抗洪。

钱塘江流域启动防汛Ⅰ级应急
响应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密切关注
流域内电网和汛情信息，积极组织抢
修力量，防范重要设备停电事故的发
生，及时拉停隐患电力设备，最大限
度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统计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
120余支社会应急力量、3500余名救
援队员以及大量城乡社区应急志愿
者，参与了广西、湖南、重庆等地暴雨
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和台风“鹦鹉”防
御工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
挥了积极作用。

（记者：胡璐、刘夏村、吴锺昊、周
楠、陈尚营、侯文坤、沈汝发、张玉洁）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为了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防总增派国家防总增派66个部级工作组赴重庆个部级工作组赴重庆、、江西江西、、安徽等安徽等77个重点地区指导工作个重点地区指导工作

●●财政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江西应急管理部向江西、、安徽安徽、、重庆五省重庆五省（（市市））紧急拨付救灾资金紧急拨付救灾资金66亿元亿元

●●全国累计全国累计121200余支社会应急力量余支社会应急力量、、35003500余名救援队员参与了广西余名救援队员参与了广西、、湖南湖南、、重庆等地重庆等地
暴雨洪涝灾害抢暴雨洪涝灾害抢险救援防御工作险救援防御工作

——聚焦关键时期全国防汛抗洪工作聚焦关键时期全国防汛抗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