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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 洪水肆虐大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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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
全，不要冒险赶路。

●驾车遇到水淹桥涵、漫
水路段时，应注意观察、确认安
全、低档低速通过；

●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观
察，如水漫过车轴就必须绕行，
不可盲目强制通行。

●车辆涉水时要打开大灯
和双跳灯，注意与前面车辆保
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
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

熄火；
●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

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
●如果车在深水中熄火，不

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
●及时拨打救援电话，等

待救援；
●当车外积水加深时，要

及时逃生。
●当车辆落水打不开车门

时，立即使用救生锤等敲击侧
窗的四个角落，击碎玻璃逃生。

汛 小 知 识防

防汛信息从哪来？
政府及有关部门会及时

通过门户网站、广播、电视、
报刊和手机短信等方式发布
防汛信息，大家要注意收听

收看。
村（社区）等基层组织也

会直接向当地群众传递防汛
信息，大家要主动配合 。

汛期来临如何应对？
汛期里，大家要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收听天气预报。出远
门时，要根据天气情况制订出
行计划，避免在强降雨天气里
到山洪灾害易发区活动。

城市居民应熟知城市里的
易涝地段。比如立交桥、桥涵、
地下通道等，遇到积水应认真
观察，切不可贸然涉水。

如在山区旅游要掌握、熟
记洪涝灾害发生的前兆，可为
避险争取时间。比如发生山崩
时，山上树木会发出嘈杂声，山
体出现异常山鸣；当上游河道
出现堵塞时，溪沟内水流会明

显减少；上游发生崩塌时，溪沟
水流会浑浊；水流突然增大时，
河沟内会出现不同于雷电、爆
破的声音。

若与洪水正面相遇怎么
办？国家防办提醒，如果通信已
断，可采取制造烟火、挥动颜色
鲜艳的衣物、集体呐喊等方式，
向外界传递信号。若不幸落入
水中，应尽量抓住石块、树干等
固定物或漂浮物。如果普通群
众收到了求助信号，不可鲁莽
行动，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
况下施救，或尽快向有救援能
力的机构、人员寻求帮助。

行驶车辆应注意什么？

身处危旧平房的居民，下
雨不要在屋内停留，要迅速撤
离，寻找安全坚固处所，避免落
入水中。社区等基层组织也会
第一时间组织危旧平房内的居
民进行安全转移，居民要听组
织部门的安排，要求撤离的话

要立即撤离，确保人身安全。
避险场所最好选择就近的

高地、楼顶，如果来不及转移，
也不必惊慌，可向高处转移，等
候救援人员营救。在郊区，如果
找不到较高的建筑物，也要尽
量向高处移动。

暴雨积水时，低洼地区危旧房如何自救？

7月上旬雨水多

“今年总的来说降雨是正常
的，只是进入7月主汛期后，降
雨偏多。”王敏告诉笔者，5-6
月州内大部地区气温略偏高，总
降水量除白玉、新龙、道孚、泸定
偏多25-33％外，其余地区接近
常年。7月以来州内强降水天气
明显，7月上旬总降水量：北部大
部地区和丹巴、稻城偏多 54-
187％，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历年
同期平均值。降雨量最多的是炉
霍，炉霍7月上旬历史年均值为
54.3mm，今 年 7 月 上 旬 为
156.1mm，偏多 187％。降雨量
偏少的是得荣，为 10.6mm，偏
少历史年均值61%。

为何发生强降雨？王敏介绍
说：“一是7月是主汛期，相对而
言，雨水比其它月份多。二是盆地
西部上空，受副热带高压外围的
西南气流和高原低涡、切变线共
同影响，造成7月上旬我州出现
持续阴雨天气。”王敏详尽地进行
专业介绍，她说，副热带高压位于
西北太平洋上，冬天时，它蜷缩成
一团，强度和范围都会减小，但
到了六七月，它向西向北缓慢移
动，并开始“膨胀”，它的一举一
动，牵动影响北半球的“情绪”。

“近期从气候特点来说，副热带
高压处于一个偏强偏西的时段，
迟迟没有撤离。而西边，高原低
涡、切变线又异常活跃。当“热情”
的副热带高压，遇上“冷酷”的高
原低涡、切变线，注定“不相容”，
再加上充足的水汽，雨带就这样
形成了，且不眠不休。

对于大渡河河水猛涨的现
象，王敏解释说，大渡河流域河
水上涨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州7
月上旬降雨偏多，二是大渡河上
游的阿坝州境内前期降雨偏多，

这样，累计降雨量增大，造成大
渡河水位增高。

未来三天将持续降雨
进入 7 月，甘孜可谓阴雨

绵绵。州气象台和各县气象局
于 7 月 9 日 11 时 30 分启动全
州气象灾害暴雨Ⅳ（4）级应急
响应（蓝色预警），相继发布了
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气象灾害
风险预警。

据统计，汛期以来，州气象
局共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 14 期，暴雨、雷电预警信号
47 期，雨情通报 89 期，强降水
现报 300 期，并通过微信公众
号、手机短信、网站及时公布相
关信息。州局各相关科室和各
县局已进入应急响应工作状
态,24小时专人值守。

未来三天州内大部地区降
水天持续，普遍为中雨，北部个
别地区和东部、南部大部地区有
大到暴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电、冰雹、瞬时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避险措施要做实
近期大部地区降雨天气持

续且短时强降水天气频繁，发
生地质气象灾害的风险极高，

“两江一河流域”的高山峡谷地
区要高度警惕，尤其是大渡河
流域及其支流地区，要切实加
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中小河流
的监测、巡查力度。气象部门将
气象信息及时通报，以便部门
间加强协同配合，强化信息共
享，增添防御措施，有效防范持
续降水和短时强降水天气可能
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塌方及洪
水等灾害，做好主动、提前、预
防避让工作。

州气象局专家：
主汛期降雨偏多

未来三天将持续降雨
由于连续降雨，7

月 9日以来丹巴县境

内大渡河水暴涨，并且

水位已达至警戒水位

线，各乡镇不同程度受

灾。在抗洪抢险的关

键时刻，丹巴县各级党

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

部挺身而出，迎难而

上，迅速奔赴抗洪第一

线，打响了一场抗击洪

峰的保卫战。

◎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泽郎 黄兰竣 文/图

连日来，受连续暴雨影响，丹巴县境内各条河流河水
猛涨，所辖道路多处洪水上路，截至 7 月 11 日 16 时 15 分，
大渡河超警戒水位1.86米，超保证水位1.31米，流量4620
立方米/秒，超警戒流量 610 立方米/秒；大金川河超警戒
水位 0.54 米，流量 3560 立方米/秒，超警戒流量 520 立方
米/秒；小金川河超警戒水位0.22米，流量425立方米/秒。
全县 15 个乡镇不同程度全域受灾，累计引发泥石流、滑
坡、危岩垮塌 130 余起，4 条出入境通道已中断 3 条（目前
仅丹巴至八美段畅通，其中丹巴-小金-成都G350线在小
金县境内断道），新增水毁堤防 2269 米。涉及受灾人口达
3500 余户 1.2 万余人，1 人受伤，无人员死亡，已紧急转移
安置 176 户 799 人，交通、水利、农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
施损毁严重，一时间，县城告急、乡镇告急、农村告急……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面对来势汹涌的洪水，
州委书记刘成鸣紧急调度丹巴，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专
电丹巴，州委常委舒大春紧急赶赴丹巴。丹巴县各级党委政
府立即吹响紧急集结号，广大党员、干部犹如一面面鲜红的
旗帜，飘扬在每一处最危险的洪峰上，带领人民群众在丹巴
大地合力打响了一场抗击洪流的攻坚战。县委、县政府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县委书记何文才连夜组织召开紧急会
议，赓即成立抗洪救灾指挥部，24小时坐镇指挥防汛抗洪工
作，各乡镇县级联系点领导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分赴抢险
现场，全力开展抗灾救灾、慰问安抚等工作。

“西河桥、西河桥，水位退了没有？有没有被困人员和被
困车辆？群众撤离得怎样？”县防汛指挥部彻夜通明，对讲机
里随时互通情况。丹巴县党政干部微信交流群——“美人谷
学习园地”里频繁地更新着各级各部门一线抢险的信息和
图片。老百姓说，正是县委、县政府大楼彻夜明亮的灯光和
穿梭忙碌的身影，让全县的抗洪救灾有条不紊地进行。

7 月 10 日 6:00 左右，巴旺乡燕尔岩索桥被
水淘空，瞬间被汹涌的洪水席卷而去，王恩贵
的家住在桥头，随时可能被水冲毁，为避免更
大损失，乡党委与村两委立即组织人员对一家
三口进行转移，大家齐心协力把他家中所有财
产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将一家人安顿在了村党
员活动室。

7月10日23点左右太平桥乡纳粘村遭受泥石
流灾害，当地齿大觉（小地名）钢架桥被砂石淹没
随时可能被冲翻，刚派来驻村的驻村工作组队员
罗中尔哈和钟迪发现险情后，立即启动防御预案，
组织村支两委及部分党员和村民清理路面障碍，
开挖排水，用石头磊筑应急防护墙，防止泥石流冲
翻钢桥，确保通往外界的唯一一座桥梁畅通。

洪峰来袭，汛情就是警情，丹巴县公安局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民警们活跃在抗洪救灾的每
个角落。“全体警员，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确保一
旦灾情发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面对持续
的强降雨，副县长、公安局长扎西洛布要求全体民
警以“万无一失”的责任感全力投入到抢险救援工
作中去。

“聂呷乡通乡公路 K3+700 边坡垮塌……”
交通局益西降初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连日
来，交通、公路部门连续作战，共出动翻斗车 50
台次、挖掘机30台次、装载机25台次、抢险人员
126 人次，共清理坍方 8000 余立方米、边沟
4500 余米，涵洞 15 道，设立安全警示标志 27
付，护基抢修60米，泥石流5000余方，清理沿线
飞石130余处。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县城污水处理厂、西河
桥大风湾、梭坡大桥等地势较低地带被洪水淹
没，政法干警、森林公安、市政大队、青年志愿者
组成抗洪抢险小分队肩抗沙袋大步向前，脚下溅
起的水花打湿了脸庞，装运沙袋万余袋，为防洪
堤加高加固。

◎张皓瑜 本报记者 周华 马建华 宋志勇

昨（11）日下午，记者从州防汛抗旱
指挥部获悉：自9日下午16时起，州防汛
指挥部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泸定县启动
Ⅱ级应急响应，康定市、丹巴县、雅江县
启动Ⅲ级应急响应；昨（11）日上午10时，
丹巴县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截止昨（11）日下午16时15分，大渡
河处于超保超警状态，大小金川河处于
超警状态。

降雨仍在持续，不断上涨的水位给
大渡河沿线群众带来极大威胁。11 日下
午 3 点过，记者到康定市大渡河沿岸采
访，一路上小雨不断，在大渡河畔低洼地
带，记者看见部分农田和果林被淹，村民
住房受到洪水威胁。

姑咱镇人民政府镇长冷祥俊组织了
12名民兵和18名村民，来到受灾现场，帮
助转移受灾群众和搬运贵重财产。他告诫
受灾村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在安全隐患没
有消除以前，千万不要贸然回原址居住。

在采访中，受灾村民对市、镇（乡）制
定的抗洪抢险应急预案赞不绝口。进入

汛期以来，姑咱镇严格落实镇村两级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辖区17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均有监测员坚守，落实应急预案
和预警，一旦出现险情，立即转移群众，
降低灾害损失，同时，做好与辖区电站沟
通协调，掌握电站库区泄洪量，随时做好
应急准备；与商贸公司签订协议，做好抗
洪物资储备；组建抗洪抢险应急队伍，镇
政府组建了30人的民兵应急队伍，由村
委会抽调青壮劳力组建应急队伍，保证
拉得出、能打胜，确保沿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据冷祥俊介绍，7月9日7点，因上游
电站泄洪，大渡河泄洪量已达5500 m3/
s，造成羊厂沟大旋（小地名）40亩土地淹
没，绿沿养殖场鱼塘被淹，鸳鸯坝河水漫
上公路。

时济乡党委副书记宾峰告诉记者，
接到汛情通报后，乡党委立即组织民兵
和村民参加疏散人员和财产转移工作。
加大对村一级汛情监测点落实情况的督
促检查力度，加强问责力度，要求发现汛
情，立即汇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在采访中，康定市大渡河流域各乡

镇除严密监测大渡河水位上涨情况外，
还对山洪泥石流、高位崩塌等地质灾害
隐患点加强巡查，落实了专人值守制度，
时济乡将208户838人，处于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村民，纳入重点监测范围，一旦发
现险情立即有序转移。

鱼通乡党委书记杨忠告诉记者，鱼
通乡辖区处于电站库区长达30公里，因
加强平常的防汛安全培训，建立定期与
矿山、水电等企业沟通协调机制，除白天
发现山上偶有飞石现象外，目前，并未接
到灾情报告，但乡党委、政府已组建了以
退伍军人为主的民兵共118人，各村组也
组建了相应的抢险应急队伍，救灾物资
准备充足。

11 日下午，康定市召开防汛专题会
议，各乡镇负责人向市委、市政府述职，
进一步强化防汛工作。市防汛抗旱副指
挥长、副市长杨林告诉记者，7 月 8 日至
9 日，因普降大到暴雨，致使大渡河河水
上涨，河水已淹没孔玉集镇上方新老
S211 公路连接处，并有部分路段出现
垮塌，导致通往丹巴的道路已被中断，
沿河低洼地带出现多处塌方现象；时济

乡日角村因河水上涨造成 4 户房屋进
水，土地 40 亩被淹，若吉村土地 20 亩
被淹，抗州村贾国明房屋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土地 20 亩被淹；姑咱镇因河水上
涨造成白芨地约 0.8 亩被淹，一鱼塘河
水漫入，玉米地约 1 亩被淹，鸳鸯坝河
水即将上 G318 国道路面，下瓦斯村 1
户房屋进水；呷巴乡塔拉下村俄勒麦沟
及力木仲沟发生泥石流约 1200 方，造
成房屋受损 1 户，桥梁受损 1 座，耕地受
损 2 亩，涵洞堵塞 4 处，通村路中断 1
处，呷巴、时济及孔玉共转移人员 83 余
人。7 月 10 日金汤镇新联下村堤防受损
135 米，通村路受损 65 米；瓦泽乡安良
村及鱼子一村不同程度受灾，目前正在
统计中。市政府组成工作组已于 7 月 9
日晚赶赴大渡河沿岸进行蹲点巡查排
查，并再次通知全市各乡镇、各水电企
业必须做好 24 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工
作，并保持通讯畅通，切实做好防汛应
急救援工作，目前，康定市已启动应急
预案，落实汛情监测、组建应急队伍、储
备充足救灾物资，全力应对汛期考验，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暴雨侵袭，康定严阵以待

入汛以来，我州大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昨（11）
日，本报就强降雨天气采访了州气象局专家王敏。

◎谢臣仁

应对 州县联动抢险忙

现场 干群齐心战洪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