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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动态功夫下在“风雨”前
——正安县“8·8暴雨”抗洪抢险救援纪实

冉阿建 蔡瑶佳

部署抢在暴雨来临前

8 月 8 日上午 11 时，正安县气象
部门发布强降雨预警信息，县委书
记、县长对防汛工作高度重视，靠前
指挥，第一时间安排调度，要求各镇
（乡、街道） 及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全
力做好应急防范工作，主要领导必须
到岗到位，加强应急值守、及时掌握
全县灾情动态，加强地质灾害巡查及
突发事件应对防范工作，加强重点区
域、重点人群的监控工作。

下午 5 时，正安县委组织水务、
气象、应急管理部门召开防汛工作会
商会议，立即启动了 IV级防汛工作应
急响应。19时，县水务局组织水旱灾
害防御专家进行会商，调度全县水库
水电站、山塘、山洪灾害“三个责任
人”到岗到位情况，调度各镇(乡、
街 道)水 务 站 和 党 政 办 进 行 应 急 准
备，调度各镇(乡、街道)主要领导及
分管领导提示群众及在建水利工程工
人及时做好撤离准备。

22时，正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以及分管领导赴一线指挥，开始撤
离转移群众，至 9日 0时 30分，全县
完成人员转移，无ー人出现伤亡。截
至 9日凌晨 4时 10分，仅县水务局就
通过山洪灾害预警平台 8次发布预警
信息6160条。

“要把功夫下在‘风雨’前！预
案看似复杂，其实就在一个‘人’
字。”正安县副县长李伟男说：“上级
领导重视，行政、监测、转移三个责
任人各司其职，是保证我县在此次暴
雨、山洪灾害过程中实现零伤亡的根
本保证。”

截至 8月 11日，在正安县各级各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受灾乡镇供电、
通信、饮水基本恢复正常，并按照县
挂帮工作部署，县领导带队深入挂帮
乡镇、挂帮村组，指导抗灾救灾，广
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稳定民心、恢
复生产，确保社会稳定、生产有序。

“宁可多受累 不愿闻哭声”

“是陈叔叔把爷爷背出去的，爷爷
说房子不会有问题，本来不想离开
家。”在本次暴雨中，住在乐俭镇长兴
村火炮组村民桂儒金一家此次受灾较
为严重，桂儒金的女儿桂久茸回忆道。

根据正安全县 216 个水利的雨量
监测站点，乐俭镇降雨量达到 232.8
毫米，为该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大降
雨值，为当时全省降雨最大值。

乐俭镇地势较高，房屋多背山而
建。暴雨造成泥土松动，易产生山体
滑坡，桂儒金房屋被压塌了一间房
屋。

长兴村党总支书记李诗君介绍，
压塌的房间是卧病在床的女主人的房
间，下暴雨转移群众时是晚上 11 时，
住在一楼左屋的桂儒金的 84 岁父亲
不肯走，认为不会发生山洪，经过镇
村干部的劝说，做通了老人的思想工
作，随即村干部陈鸿涛背起老人带着

桂儒金一家出门避险。当晚，长兴村
共有55人安全转移。

同样被提前安全转移的还有位于
乐俭镇下游的土坪镇林溪村。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当通知我们要转移的时候，我们这里
的雨其实并不大，可是水来得太快
了，几分钟时间，水就从脚踝漫到
腰。”复兴茶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张继强在暴雨后正在和村民一起
清理淤泥、清点损失。

“人命关天，赶紧撤离到安全区
域！”暴雨来袭时，想抢救物资的合
作社在村支书陈勇的呼喊下从合作社
内撤出。“光茶叶损失就有 60 多万
元，还有不少用电的加工设备还要等
后期评估，但是好在大家都没事。”
张继强说。

土坪镇镇长张新建说：“生命是
第一位的。为及时转移群众以及避免
因抢救财产造成人员伤亡，镇里班子
成员连夜分别到沿河 8个村驻守，层
层包保。”当天，土坪镇一共转移安
置 187人。

“宁可多受累，不愿听哭声。山
洪来势猛烈，必须提前预警，高度重
视，协助各级干部带领村民及时转
移，哪怕有群众不理解，也得转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笔者采访时，

正安县水务局局长孙勇和所有投入到
防汛救灾一线的干部一样，已经 48
小时没有合眼。

抢险救援显温情

走进乐俭镇桂儒金一家的临时安
置点，两顶蓝色帐篷里分别放置着两
张新床和一张木床，粮油等物资摆放
在旁边的木房子内，桂儒金两个女儿
正围坐在一个小方桌上写作业。

“木房子是桂儒金的老房子，房子
小，他生病的妻子住在里面，老父亲和
两个女儿住在帐篷里。因转移匆忙，
滑坡来得突然，家里的东西都没有转
移出来，镇里会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保障。”乐俭镇党委书记吕宗俊说。

因病致贫遇天灾。2020 年 5 月，
桂儒金妻子查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症，为了治病，一家人已经背负了几
十万的债务，因病致贫。这次暴雨，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老婆生病，父亲年纪大，三个
小孩读书，我只能在周边打打零工，
一个月收入最多时有三四千元钱。镇
里村里给办理了低保，又进行了捐
款，家里撑到现在。原本我以为苦点
累点只要孩子们争气，能把书读好就
可以了。”桂儒金长叹了一口气，两

个女儿也悄悄抹了抹眼泪。
桂儒金说，压塌的房间里还有妻

子治病的价值一万多元的药，大儿子
在读研究生，暑假期间正在打工赚学
费和生活费，都不敢告诉他，怕影响
他读书。两个女儿读初三，一个一年
要一千多的学杂费，家里穷只能负担
一个人，另外一个只能欠着学校，不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孩子说不想
读书了，是自己不同意。这次暴雨洪
灾，真心感谢党和政府，干部们深夜
冒着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来家里几
次给老父亲做思想工作，要是没有他
们，我们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吕宗俊对桂儒金一家表示，抢险
救援不是把人转移出来了就不管了，
后续的救助也会跟上，保障基本生
活，等降雨稳定后，镇里会组织专家
给受损房屋进行评估，能修则修，不
能修则搬。另外，孩子一定要继续读
书，所欠学费问题由镇里协调解决，
还会尽力救助治病的。

桂儒金一家的情况，让同样是农
村出身的孙勇红了眼眶。在回县水务
局的路上，他满脑子想着怎么帮助这
个家庭。

经过多方联系，8月 12日，孙勇
联系到了兴义市一位姓许的企业家，
他将桂儒金一家的情况反映后，该企
业家当即同意，从现在开始到两姐妹
高中毕业，每年资助一万元供两人读
书和生活，考进大学后，根据学费情
况再进行调整。

“今年的一万元，已于 8 月 13 日
晚打进了桂儒金账户，以后资助金将
分别在每年 2 月和 8 月打款。孩子肯
定不能辍学，在洪灾暴雨面前，只要
多方携手，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孙
勇表示。

倾盆大雨，席卷正安县。8月 8日 17时至 9日 8时，一场暴雨，导致洪水漫堤、山洪暴发，全县 11个乡镇 16080人受灾。
面对暴雨突袭，正安县各级各部门临危不乱，按照预案，超前安排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加强水雨工情的监测预报

预警，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水库水电站防洪调度，盯紧水旱灾害防御的薄弱环节，强化山洪灾害的防御，紧急转移
1515人，集中安置 970人，实现此次“8·8暴雨”零伤亡，将暴雨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正安县属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常常是水少抗旱、水多防汛，每到汛期是水灾年年有，大灾三六九。
正安县在本次强降雨中充分利用多年水利建设成果，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超前部署，精密安排，为贵州山

区防洪抢险救援提供了经验。

早上 7 点半，几声清脆的鸟叫打破了黄家
湾水利枢纽工程长征桥泵站清晨的宁静。工棚
下，安全员陈三强拿着一小本 《安全手册》，仔
细地给站在面前的一排施工人员讲解着施工安
全知识。

这是工地上每天的必修课，现场带班和安
全员给施工人员开展 10 分钟的班前安全教育
后，工人才能走上工作岗位。

“一开始工人都有抵触情绪，觉得天天讲很
没意思还占用时间，后来项目部按照会议要求
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安全活动，通过组织一线工
人集中观看事故案例、开展安全宣讲等方式，
工人们慢慢从接受到自觉再到重视。班前安全
教育从源头上提高了个人防护意识，杜绝了习
惯性违章，现在大家都比较理解，也很支持配
合。”陈三强说。

班前安全教育，黄家湾水利枢纽工程各个
施工点已经坚持了近四年。不管是在水源大坝
脚下的发电厂房及边坡绿化施工点、山间渡
槽、渠道施工点，还是在各隧洞口驻地、县城
管道施工区……每天的班前安全教育，已成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源头上筑牢了一堵保障
生命安全的防火墙。

四川腾越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黄家湾水利枢
纽渠道工程建设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黄军感慨
道：“别说工人，一开始就连个别管理人员都有
点不情愿，几年来，通过黄家湾水利枢纽公司
大会小会不断宣传、讲道理、强要求，班前教
育已经成为每天常态化开展的活动。实践证
明，这是很有必要的，一线工人对作业风险的
认识更深刻，安全意识得到极大提高。”

同时，黄家湾水利枢纽工程在加强对项目

施工安全管理的同时，还结合项目实际，在水
库坝址上下游也加大了防洪防溺宣传，结合党
支部为群众办实事工作要求，分别组建了防洪
抢险党员突击队、“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活
动小分队，开展了系列相关工作。比如联合地
方相关部门开展的防洪抢险应急演练活动中，
凸显了党员先锋模范的精神风貌；“让党旗在一
线高高飘扬”活动小组联合当地部门代表，在
库区周边开展让安全知识进校园、进村组，发
放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报、宣传手册等，在下
游河道沿岸村组组织群众开展防洪、防溺、遇
突发洪水时紧急避险知识宣贯，通过发放 《防
洪避险手册》《泄洪防洪手册》、应急相关小微
纪念品等，提高了广大群众防洪防溺安全意
识，效果显著。

“大部分村民安全意识还是不强，缺乏对相

关知识的了解，特别是留守老人和小孩，时常
会到河岸边劳作和玩耍。目前水库已蓄水较
深，如果不开展类似现场宣传教育，一旦遇到
上游下大雨或泄洪突发情况，连拉响了警报都
还不晓得跑，那是要出问题的。”黄家湾水库下
游摆羊村党支部书记王兴学说，黄家湾水利枢
纽公司开展这样的活动很必要、很及时，大家
都知道是为自己好，村民们很乐意接受。

黄家湾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黄凡说，牢固
树立安全生产意识，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安全生产工作不能仅仅浮于面上，要
落细落实，要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植根于一线，
沉淀到基层。下一步，黄家湾水利枢纽工程将按
照新《安全生产法》具体要求，结合项目实际，认
真开展好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为推进工程建设、
早日造福麻山地区人民保驾护航。

黄家湾水利枢纽工程：安全宣传进一线
徐 荣

8 月 12 日以来，黔西南州各地普降大到
暴雨，多条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汛情当前，黔
西南州水文水资源局牢记初心使命，扎实履
职尽责，干部职工不分昼夜观雨量、测流量，
在洪水面前彰显水文人的英雄本色。

暴雨洪水随时都可能呼啸而来，危及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黔西南水文局全体
职工早已经整装待发，从思想的强化到设备
的维护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特殊时期，大家务必保持手机通信畅
通。”“暴雨不分节假日，大家枕戈待旦，做好
工作准备。”这是黔西南水文水资源局提出的
要求，目的就是让水文人第一时间应对突发
状况的发生。

“最近几天的降雨预报情况已经出来了，
虽然马上周末，但大家还是做好准备，随时准
备出发到汛情一线去。”这是黔西南水文水资
源局的日常动态，汛情面前没有节假日，有的
只是坚守一方平安的拳拳之心。

“大家要随时关注应急设备情况，确保应
急设备关键时候拿得出、用得上，ADCP（测流
设备）由刘松负责、RTK(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由徐安兴负责、全站仪由宋林虹负责、雷达枪
由陈佳佳负责。”这是黔西南水文水资源局应
急设备室的声音，应急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
是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马虎。

汛情就是命令，闻“汛”而动。暴雨洪水
来临之际，黔西南水文水资源局迅速派人奔
赴辖区内大田河、庆坪、王母、洋架等水文水
位站开展洪峰抢测工作。

“大家务必穿上救生衣，一定要注意安
全”“大家坚持一下，测完这里再休息”……抢
测现场，测验科的老将杨军成一边测量，一边
嘱咐着年轻同志。

暴雨之际，水文人职责在身，敢当逆行者，
淌过一道道泥泞，第一时间到达站点开始监测
工作。拿出测量仪器，找好最佳位置，立即进
行抢测，测完一个站点立刻奔赴下一个站点。

雨情将依旧持续，洪水和汛情将不定时
出现，黔西南水文人必将牢记初心使命，全面
发挥水文部门在防汛抗旱中的“哨兵”“耳目”
作用，为黔西南地区防洪保安全贡献水文人
的力量。

黔西南水文：

当好防汛抗旱的
“哨兵”和“耳目”

胡金

本报讯 （刘金艳)近日，黄平县重安
江石厂水电站工程交通洞顺利贯通，为项目
下步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石厂水电站工程交通隧洞布置在大坝下
游右岸，是施工期间和运行期间进入水电站
工程项目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前期的重要
控制性工程。为加强施工过程中安全质量控
制，确保附近居民安全，交通洞进口段不能
爆破施工，黔东南州水投集团组织参建各方
论证对比最终采取人工加机械洞挖方案掘
进，减少了对附近居民干扰影响，保证各个
工序符合规范及设计要求。

重安江石厂水电站工程位于重安江干流
下游河段，坝址距离重安镇 2.1千米。属于重
安江干流梯级开发的第 2 级电站，主要任务
为发电，兼顾其他综合利用要求。电站坝址
以上流域面积 2231 平方千米，总库容 538.0
万立方米，为径流式电站，电站总装机 14000
千瓦，工程等别属Ⅳ等，工程规模为小（1）型，
工程项目总投资 23596.04 万元，从 2020 年
起，该项目的扶贫收益达 153万元每年，持续
至少 20年，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持。

黄平县重安江石厂

水电站交通洞顺利贯通

← 暴雨发生后，正安
县 各 级 各 部 门 赶 赴 受 灾 一
线，全力参与救灾转移工作。

（正安县水务局供图）

↓ 林溪村村民清理受
灾现场。

本报讯 （赵远兰 彭委委）近日，投资
5.62亿元的大方县白岩水库水源工程开工建
设。该水库位于大方县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
群丰村境内，距大方县城约 45 公里，是一座
供集镇人饮和农村人畜供水及扶贫产业用水
的综合性小（1）型水库。

白岩水库水源工程总工期为 34个月，总
库容 933 万立方米，大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
坝，坝顶高1462.5米，最大坝高59.5米。工程建
成后将解决集镇 11300人、农村人口 53083人
的饮水和扶贫产业的供水问题，同时可缓解大
方县水源匮乏和季节性缺水问题，为大方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的用水基础保障。

据了解，大方县地处长江流域中上游，全
县岩溶区域面积分布广，属于喀斯特地貌，水
源匮乏，地表干旱缺水，水源工程建设对大方
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大方县高
度重视水源工程建设，水务部门结合全县实际
情况早做规划，加大力度争取项目资金，水源
工程建设快速推进。目前，大方县已有中大型
水库1座、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9座、小
（二）型水库23座、正在建设的水库5座。

大方县白岩水库

水源工程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