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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把我照耀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张楚《自信心》：
做了一张纯音乐专辑的摇滚诗人

或许你知道美国摇滚和民谣音乐诗人鲍
勃·迪伦，因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等
奖，当然也知道他的感染力是十分强大的。

“周聋子点心”
—乡味悠悠绕舌尖

康藏人文

据史料记载，点心是由古代美食“酥”发展而来，
是一种甜馅的酥饼。清朝末年，北京宫廷糕点师高鹤
明，因躲避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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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2020年5月中下旬，我州多数地区开始进
入雨季，州府坐落地康定市也不例外。不过今
年的康定雨季似乎来得猛烈一些。从白天到黑
夜，从一天到多天，雨下得舍不得“喘气”。一时
间，街头巷尾，总是能听到人们反复讨论“康定
的天漏了？康定雨何时停？康定要变雨城？”等
问题，为揭开这些论点背后的谜团，记者进行
了采访调查。

7 月 20 日深夜，王女士又被吵醒了。
窗外，“噼里啪啦”的雨声夹杂着“轰隆
隆”的河水声，似挑衅般充斥着她的听
觉。而这一醒，烦躁与担心同时袭来，她
无法再入眠。

王女士家住东大街附近，从客厅和主
卧窗便能直视折多河。家中就能欣赏“情
歌河”本是好事，可近期康定连日降雨，
折多河水位暴涨，浑浊泥浆奔涌，“情歌
河”失了美丽不说，还让人感到害怕。

王女士表示，在康定生活了 12 年，
一月内三次被暴雨声和河水声吵醒还
是头一回，加上前几日的丹巴“6·17”
泥石流灾害，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生怕
稍不注意，折多河就冲出河道，威胁大
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康定连日降雨，让 90 后青年小张上
下班极不方便。小张在老城北三巷租房，
工作地却在新城阿尔卑斯，每天往返两
地都需要打车。平日里，康定上下班高峰
期出租车就很“抢手”，遇上降雨天气，想
要称心打到车十分不易。小张告诉记者，
刚开始因为经验不足，有次光打车就用
了半个多小时，上班差点迟到。在这之
后，小张就专门总结了一套“秘籍”：边撑
雨伞边打车，眼疾手快腿麻利是基本功，
基本功没到位，只有在大街傻等。

而说起康定多降雨的原因，小张直言
思维有受朋友们影响。他说：“最近与朋
友们聚会时，总会聊到康定的天气，有很
多次，朋友们甚至认为康定雨水变多，可
能与某些隧道的贯通有一定关系。”小张
虽说不上朋友们观点的具体依据，听的
次数多了，也会默认。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普降大雨，康
定的雨要是再不停，还真担心出个啥事
儿。”7 月 24 上午，白土坎村村民胡先生
将刚买的蔬菜、食用油、卫生纸等生活
用品放置在背篼中，吃力地背上背篼爬
坡回家。这和他以往将所购物品放在三
轮车箱，一轰油门，轻松回家的方式完
全不同。

胡先生两种回家方式的背后，与康定
降雨不停有很大关系。胡先生介绍说，白
土坎村坡陡路滑，连日降雨不见太阳，部
分路面长出青苔，让出行变得极不方便，
加上自己上了年龄，为安全起见，不敢轻
易使用三轮车。

“水库可能对康定天气有影响，毕竟
那么多水集聚在一起，力量是不能小看
的；也有可能跟鼠年有关，民间有说法，
鼠年多灾。”对于康定降雨不停的原因，
胡先生有着自己的看法。相对于深入思
考康定为何降雨不停？胡先生更希望康
定天气早日变好，不用再过多担心连续
降雨的危害。

总结受访者们的心声，不难
发现，康定降雨不停是他们关注
的根本。那么，降雨不停康定就要
变雨城？州气象局给出了科学且
明确的答复。

据州气象局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入汛以来，康定总降雨量 483.6
毫米，较历年同期平均值406.1毫
米偏多近 2 成。7 月总降水较历年
同期平均值偏多 6 成，7 月中旬到
下旬康定地区出现了连阴雨天气。

进入8月，康定有了难得的晴
天。据州气象局观测，8 月初，康
定气温比平常略高，降水也略偏
少，只有 100 毫米左右。然而这在
一定程度上，仅是康定降雨天气
的“回光返照”，又一波雨水已在
赶来的路上。

州气象局观测数据显示，8 月
中下旬，“降雨”依旧是康定天气
的关键词。从 8 月 12 日到 8 月 13
日，康定有中到大雨；8月16日到
8 月 18 日，康定有大雨；8 月 22 日
至 8 月 24 日、8 月 30 日前后，康定
有中到大雨。

由以上数据可得出，今年康

定降雨量确实增多，而对于降雨
增多的原因，州气象局工作人员
表示，受持续高原低涡切变线和
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产生的
丰沛气流，造成了气温较低分的
天气系统，因此雨量偏多，但这实
属正常天气现象，与真正雨城降
雨量标准还有一定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与多年同期
平均值相比较，今年康定总降水
量都有所增加，同时存在短时强
降水、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加上时断时续的降水，雨水
对土壤多次冲刷和浸泡，对市民
工作生活有一定的不便。

为方便广大市民工作生活，
州气象局专门给出了温馨提示：
公众尽量避免到地质灾害隐患区
及中小河流危险区，外出游玩带
好雨具。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田地
劳作，不要靠近电线和孤立的高
楼、大树、旗杆等，也不能站在空
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雷雨
天气时不要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
伞，在郊区或露天活动时，不要使
用金属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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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面对降雨增多的现状，康定市水利局
筑牢防汛基石，防患未然，竭力为市民
身心安全保驾护航。

康定市地域面积大，山高坡陡，峡
谷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加之机构改革
职能划分、人事调整变动，乡镇行政区
划调整改革、村级建制调整等因素，部
分同志无抢大险、抗大灾的经历，给防
汛工作带来了一定压力。

有压力就有动力，结合自身实际，
康定市从“防”字入手，以“宁可十防九
空，不可失防万一”的宗旨，有效落地
落实防汛工作。

康定市率先“盯牢”防汛安全重
点部位，对部分山洪灾害危险区、涉
水工程建设、水库水电站等薄弱环节
进行全面排查,尤其对相关防洪设
施、预警预报、值班制度、防洪物资储
备等进行重点检查，并及时消除影响
防汛安全的隐患问题。截至目前，该
市已累计出动 21 组次工作组，将隐
患排查整改到位。

各乡（镇、街道办)、水电开发企业
组织开展汛前检查、群测群防及日常
演练。按照相关要求，康定市开展大量
工作，组织人员和机械对城区1、2号拦
挡坝开展清淤疏浚工作，并时刻严密
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重要汛情、险
情及灾情等信息传递工作，保障了信
息传递的及时准确。

按照“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康定市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以及各级领导带班制度，逐
级落实防汛减灾责任制，将各项相关
工作任务分解到岗位、个人，坚持围绕
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
管理的工作方针，及时编制和完善《康
定市2020年水旱灾害防御预案》，并加
强对预案动态修编完善，抓好预测预
报预警预案，有效确保了防汛工作的
落地落实。

康定市防汛工作还有个特殊的
任务——管理水库电站。据统计，全
市大中小型水库电站共 11 座。为减
小降雨不停对 11 座水库电站的威
胁，康定市运用多种方式保障水库通
信联络畅通，主汛期留足防洪库容，
科学调度水库电站，最大限度地发挥
削峰、错锋等防洪作用，全覆盖完善
水库调度运行方案，让汛期蓄水不得
超过汛限水位，确保水库电站汛期运
行不出险。

与此同时，康定市有效整合人员
队伍，夯实防汛力量。以坚持巡防查
险、落实民防队伍、加强演练等方式，
全面提高相关人员实战能力；重点抓
好市、乡（镇、街道办）、村（社区）三级
防汛减灾抢险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好
老村干、老水利工作者熟悉情况的作
用，分级开展培训演练等，构建了一
支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住、打得赢
的队伍。

此外，康定市认真总结以往经
验，进一步充实物资储备，再度为防
汛工作装上“安全锁”。据统计，截至
目前，该市充实了 13000 条编织袋、
200件救生衣、160把抢险工具、50张
铁丝网。

康定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表示，防
汛不可松劲，水利局作为行业部门，必
当率先牵头，充分发挥“大禹精神”，甘
当排雷手，充当急先锋，切实做好本职
工作。接下来，会继续履职尽责，严格
律己，用最坚实的行动铸起防汛之盾，
确保康定市民汛期安全。

从“民间话语”到“官方认证”，降
雨不停，康定是否变新雨城有了“谜
底”。多降雨天气固然有担忧，广大市
民也要从官方渠道了解情况，合理安
排生活工作，避免以讹传讹，造成不
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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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夜/眼睛上搁浅的圣殿/石头的根
茎/再次洁白如初的记忆/此时 总是想起你/一
棵涉水的树/像寂静的河我寻找已久的水

康定新城一角。代奇元 摄

游客在康定城留影。

穿城而过的折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