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韩振 伍鲲鹏 李松

15个区县26.32万人受灾，淹没商铺
2.37万间，截止到22日洪水消退，未造成
人员死亡。

“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嘉陵江
2020年第2号洪水”来势汹汹，“零死亡”
的背后，是水情信息的提前预警和流域水
库的联合调度，是沿江各地的周密部署和
科学应对，是抢险救援人员全力以赴和灾
区群众的守望相助。在洪灾面前，重庆筑
起一道“硬核防洪堤”，有效保护了群众的
生命安全。

抢时间争空间，提前做好
防御“功课”

上游区域大雨如注，嘉陵江支流涪江
拉响了防洪警报，地处涪江岸边的重庆市
合川区是重灾区，但当地防汛人员却信心
十足。“我们已经准备了28艘冲锋舟和
21艘橡皮艇，并对灾区群众网格化管理、
分水位转移，确保群众生命安全。”重庆市
合川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周洁说。

防汛人员的底气，源于及时的水情信
息预警。在长江委、重庆市水文、防汛专
家的技术支持下，遭受洪灾袭击区县的干
部群众，能提前几小时甚至几天获得洪水
信息，从而有足够时间进行人员疏散和物
资转移。因此，尽管此次洪水期间，重庆
转移群众25.1万人，但却临危不乱、秩序
井然。

防汛人员的底气，源于水库群的联合
调度。重庆主城区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
处和三峡库区尾部，流域水系发达。加之
此次上游来水峰高量大、峰型宽胖，导致
防御难度很大。但嘉陵江和长江流域水
库群的联合调度，却为防洪抢出了“空
间”。

“水库群调度重点是在上游拦蓄洪
水，在支流削峰、错峰，在下游加大下泄流
量。”重庆市水利局水文与防御处处长宋
刚勇说，通过流域水库群联合调度，上游
水库群拦截了50亿立方米以上的洪水，
使流经重庆寸滩站的长江洪峰流量削减
1.35万立方米/秒，削减率超过15%，降低
洪峰水位2米以上。

防汛人员的底气，还源于强大的人力
物资保障。据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
员、政治部主任邹瑜介绍，为了应对此次
大洪水，重庆全市调集专群结合的应急救
援队伍2.8万人，大型救援设备3400余台
（套）奔赴一线，有力保障了抗洪抢险的需
要。

救援队、志愿者，守望相助抗洪灾

提前做好洪水防御，虽让防汛人员有
了底气，但面对不断出现的突发状况，依
然不能掉以轻心。从16日到20日，重庆
2.8万名救援人员枕戈待旦、夜以继日地
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在重庆磁器口古镇，一名七旬老人

身患疾病，平日需要在家吸氧治疗，快
速上涨的洪水将老人困在家中。市政
队员赵江鸿接到消息后，立刻和其他救
援人员一起，迅速来到老人家中将其安
全转移。类似的情形，在抗洪过程中屡
见不鲜。

在抗洪一线奋战的，不仅有专业救援
人员，也有大量普通群众组成的志愿队。
在重庆潼南区，为了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安
全并在灾后尽快恢复生活生产，当地政府
动员该区15个未受灾的乡镇街道干部群
众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志愿对7个受灾
乡镇街道进行支援。

35岁的个体户杨胜就是潼南区参与
抗洪救灾的志愿者之一。“我有船，马上
来！”这是杨胜奋战在抗洪一线最常说的
一句话。从17日凌晨4时起，他驾驶冲
锋舟转移了100多名被困人员和10余吨
物资，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往往忙得水
都顾不上喝一口。

清淤泥查隐患，灾后重建抢时间

22日8时，长江寸滩站、菜园坝站水
位均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当日14时起，
重庆将防汛Ⅰ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Ⅳ
级应急响应。水涨人退，水退人进。洪峰
刚过，灾区干部群众便投身于清淤、消杀
等灾后重建工作。

涪江之畔的潼南区大佛寺湿地公园
和蔬菜公园昔日游人如织。洪水的袭击，
让这两个公园满目疮痍。篮球场、儿童滑
梯、休闲座椅等设施被毁，景观树也披上
一层厚厚的“泥衣”。记者看到，挖掘机、
推土机等大型机械正在公园内加紧清淤，
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潼南区旅游开发集团副总经理兰焰，
清淤时小臂被机械设备烫伤，皮肤红肿并
出现溃烂，但仍坚持在现场指挥作业。“淤
泥如果不及时清理，被太阳晒干后将更难
处理。我的手臂虽然很疼，但过几天就好
了。”兰焰告诉记者。

除了清淤，重庆各地还有条不紊地对
淹没区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洪崖洞、朝
天门等网红景点集中的渝中区，出动200
余人对轻微开裂、局部沉降的问题路段进
行处理，并委托专业检测单位进行拉网式
检测，确保景点和道路的安全。

“目前，重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正帮
助农民恢复生产，强化灾后田间肥水管
理，争取秋粮有好收成。”重庆市农业农村
委粮油处处长白洁说，针对潼南、铜梁、合
川等蔬菜基地受灾较重的情况，重庆将尽
快采购生产资料，抢种速生叶菜，多措并
举做好灾后蔬菜保供稳价。

李杰是潼南区双坝村的一名菜农，虽
然洪水将他辛苦种下的两亩菜苗全部毁
坏。但他依然乐观：“虽然洪水让我损失
了一季蔬菜，但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我
会尽快恢复生产！”

（参与采写：周闻韬、张翅）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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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汛之下“零死亡”
——重庆“硬核防洪堤”

是如何构建的？

□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谢凤

铜梁区安居古城地处琼江、涪
江交汇处，发源于四川松潘的涪江
历千里而入境，与琼江、乌木溪水交
汇于城下，往年一遇洪水必遭水淹，
古城几乎年年都被水淹。由此，早
在唐朝时期，安居便有了“危城三面
水”的记录。

出于防洪需要，铜梁于2018年
建成了安居堤防工程。

日前，长江 5号洪水、嘉陵江
2号洪水过境重庆，涪江洪峰过境
铜梁，安居段最高水位达到220.41

米。面对这一严峻考验，安居古
城创造了首次未被洪水淹没的历
史。

8月21日，铜梁区水利局水利
研发中心负责人张成洪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安居古城此次能经
受住特大洪水考验，靠的不单是堤
防工程，还有早动员、早部署、早准
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
齐心协力，坚决打赢了洪峰过境防
御战。

铜梁的防洪救灾工作早在8月
13日就已启动：当日，涪江铜梁段一
超出214米警戒线水位，铜梁就立

即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将各地各部
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防汛上来，严
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制。

其中，铜梁区组织的十余支应
急救援队伍开始全员值守在防洪一
线；安居镇组织综合应急救援队、市
政、综治、民兵共计181人进入临战
状态，及时疏散转移低洼地区的群
众，在城隍庙等地搭建临时安置点，
筹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并安排专人驻守码头等重点区域，
拉设警戒线禁止群众进入；铜梁区
水利局派出5个工作组30余人指导
沿江防汛工作。

8月17日6时，涪江安居段超
过 217 米保证水位，达到 217.42
米。8月18日9时，涪江洪峰开始
过境安居，水位达到220.16米。

与以往任何一年都不同的是，
这次过境安居的洪峰历时特别长：
从8月18日9时到22时，一直持续
了13个小时，其中在18日22时达
到220.41米的最高水位。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铜梁果断
采取各项防洪救灾措施：居住地在
水位线223米以下的群众相继被转
移；安居堤防一侧的坡地上出现了
渗水的迹象，百余民兵立即搬运沙
袋，加固堤防；城内出现内涝，早已
组织到位的大型抽水机马上开始抽
水排涝……最终，安居古城有惊无
险地度过了10多个小时的超保证
水位。

防洪工程挡住历史罕见洪峰

安居古城为何能创造防洪历史

本报讯 （记者 李珩 实习
生 王玉英）8月 23日，据市气象
台预计，23 日夜间到 24 日夜间，
我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
不过，从 25 日起，我市大部地区

晴到多云，局地气温可达 40℃以
上。

23日夜间到24日夜间，我市
将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
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局地大雨到

暴雨；西部偏西和东部地区累计雨
量20～50毫米，局地可达100毫米
以上，其余地区5～20毫米；雷雨时
局地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23日夜间，

四川境内岷江、长江干流、嘉陵江、
渠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因此，重庆长江干
流、嘉陵江沿江区县应注意上游雨
情水情变化。

据市气象台预计，25日到 30
日，我市大部地区晴到多云，其中，
26日到29日，海拔600米以下地区
日最高气温 35～39℃，局地可达
40℃以上。

下周二起重庆将连晴5天
四川境内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我市仍应注意上游雨情水情变化

▲8月23日，磁器口景区，洪水退去后，环卫工人、市政工作人员等
正在加紧清淤。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8月23日，江北区郭家沱，环卫工人正在清理居
民小区路面的淤泥。 通讯员 曹检 摄/视觉重庆

▲8月23日，南岸区组织人员开展消杀工作，确保灾后无重大疫情发生。
（南岸区卫健委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员
杨雪婷）长江5号洪水逐渐退去后，南
岸区立即行动，积极筹集消杀物资，组
织人员开展消杀工作。

据介绍，南岸区卫健委在灾后防疫
中，组织了5家有害生物防制专业三方
机构，通过实施药物喷洒等方式，连夜

开展消毒、杀虫、灭鼠工作，努力消除传
染病发生与流行条件。防疫人员先对
南滨路沿线主干道两边以及部分退水
巷区展开作业，然后对旮旯处、垃圾堆
等隐蔽重点区域进行消杀。截至8月
23日15时，累计消杀面积为90余万平
方米。

洪水退后忙消杀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重庆日
报记者8月23日从江北区了解到，该
区在郭家沱街道锣旗寺社区、石马河街
道渔人湾码头设立了两个现场指挥部，
并组织机关干部、国企党员志愿者等成
立党员突击队，全力组织清淤消杀和人
员物资协调调动。目前，郭家沱街道已

清理淤泥约2000吨，部分居民已陆续
返家。

据了解，在清淤消杀结束后，江北
区将有序开展灾后重建工作。通过对
电力、燃气设备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对
排查出的问题及时修复，确保正常供电
供气。

部分居民陆续返家江北区

南岸区

▼8月23日，合川城区涪江滨江路，城市管理执法队
员在清除淤泥。 吴先勇 唐家利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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