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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度汛·直击现场

盛夏，雨到之处，江涨河溢。今年6月以来，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长江、黄河上游、珠江流域的西江和北江、太湖都发生今年1号

洪水，防汛形势严峻。鄱阳湖全线超警，四个水文站超过1998年历史水位。虽然汛情主要集中在南方，但北方防汛也不能有丝毫放松。

防汛关键时期，如何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度汛”专题报道，通过记者深入现场，记记录来自一线守卫家园的故事。

最后的撤离
洪峰来临，记者8小时直击江洲抗洪现场

老人孩子相继离开，年轻人逆行守卫家园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云鹤 李岩松 发自江西九江
后方统稿 时培磊

大堤筑了五层沙袋
老人孩子陆续撤离

7月13日，在九江市新港渡口
站，人群喧嚣。人们正拎着大包小
包下船，这天是江洲镇撤离的最
后一天。而此时江洲镇的北堤大
坝，江水已经逼近堤坝最高点。

7月12日，九江市柴桑区江洲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撤离通知，
称长江九江段水位已超出警戒线3
米，且正在持续上涨，江洲镇居民
需在13日前分批撤离，此次撤离的
对象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65岁以上的老人；18至65岁之间，
常年有病、体质虚弱、不能参加防
汛的人；残疾人。18至65岁之间的
劳动力，需留下参与防汛。

轮渡每十几分钟一趟。江洲
镇四面环江，属于江心岛，进出都
得搭乘轮渡。新港渡口站则是当
地最大的一个渡口。13日上午，渡
口的水位已经漫过路面，江边的
房子只剩下房顶露在外面。

尽管洪峰即将来临，进岛的
车和人还是排成了长队。他们有
的是接村里老人出岛躲避洪水
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则是专程
从外地赶来抗洪的。

下午的江洲镇，老人和孩子
们基本都已撤离完毕，女人们正
在整理家具生活用品等，镇上基
本都是楼房，需要将一楼的生活
用品搬到二楼以防被冲走。

江洲最危险的地段就是长江
北堤。北堤离渡口几十公里远，居
民和武警官兵正在垒筑堤坝。

“现在堤坝已经垒筑了5层沙
袋，高出堤坝半米。”杨贵书说，北
堤的水位比原来上涨了约3米。杨
贵书是江洲镇人，今年58岁，7月
13日一大早，他特地从九江市赶
回老家抗洪。

水位最快时一天涨1米
洪峰即将来临

从小在江边长大，经常遭遇
洪涝，和年轻人相比，杨贵书对这
次即将来临的洪峰虽稍显淡定，

但眉头还是笼罩着一股忧虑。
自6月份以来，长江流域持续

性强降雨，长江水位迅速上升。特
别是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多省连
降暴雨，长江2020年1号洪峰、鄱
阳湖1号洪峰先后形成。江西昌
江、饶河、修河、信江、鄱阳湖等多
条河流湖泊超出警戒水位，甚至
突破历史极值。

村民张忠（化名）记得，1998
年洪水的时候，水位和现在差不
多，但是涨速却相差好几倍。“那
时涨速很慢，两个月涨了3米，而
现在一周就涨了3米。”他讲述，最
快的时候一天就涨了一米。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
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
漫过一道红色标记———“1998年
洪水位22 . 52M”，这标志着我国
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记录
以来的历史极值。

根据统计，截至13日16时，7
月6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导致江西
省的南昌、景德镇、九江、上饶等
10个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共99个县
(市、区，含功能区)590 . 8万人受
灾，紧急转移安置51万人，需紧急
生活救助19 . 3万人，农作物受灾
面积556 .9千公顷，绝收96 .3千公
顷，倒塌房屋646户1465间，严重
损坏房屋1207户2664间，一般损
坏房屋4265户7776间，直接经济
损失102 .1亿元，灾情还在进一步
统计核查中。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
月11日10时启动I级响应，这是
2010年以来江西首次启动防汛I
级应急响应。九江市自7月8日8时
起，将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Ⅲ级；
仅过了一天，7月9日，便将防汛应
急响应等级提升为Ⅱ级；7月10
日，将九江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
升为Ⅰ级。

长江委水文专家分析，预计长
江洪峰最早在14日凌晨抵达长江
武汉段，九江则位于下游不远处。

目前，江西已全面启用185座
鄱阳湖区单退圩堤分洪蓄水。经
测算，截至7月12日晚，实际降低
鄱阳湖水位20至25厘米。防汛指
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13日下午，长
江流域江洲段水位下降七八厘
米，但一直处于一个浮动的状态。

九江市江洲镇四面环江，防

汛难度可想而知。此外，镇上多数
年轻劳动力都在外工作，江洲在
家常住人口仅有7000余人，且多
为留守老人和妇女，实际全部可
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面对41.36
公里长的堤坝，当地的防汛人手
严重短缺，人员调配十分紧张。

守护家园是
每个江洲儿郎的责任

7月10日，江洲镇政府发布一
则公开信，召集在外务工的江洲父
老回家抗洪。12日晚，杨书贵从老
乡那里听说了消息，第二天一早骑
上摩托车直奔提坝。就像众多回乡
抗洪的江洲人，杨书贵觉得守护家
园是每一个江洲儿郎的责任。

杨贵书虽然已经接近60岁，
但扛起沙袋来毫不含糊。“从早上
到现在已经扛了几十袋了。”他
说，今晚就打算住在堤坝应对随
时可能发生的险情。

他们这一辈人对堤坝格外有
感情，这堤坝是江洲祖祖辈辈用
肩膀一袋一袋泥土垒筑起来的，
里面融入了许许多多江洲人的汗
水和泪水。

上世纪80年代，杨书贵还是
20岁的小伙子，那时只要满了18
岁都得去筑坝。每到汛期，巡防也
成了家家户户必须要做的事。在
北堤坝上，每隔400米就有一个哨
所，这个哨所是村民们轮值巡防
用的，一个村一般有四个哨所。

每个村的村民分成一个小
组，负责守护这四个哨所之间的
堤坝，如果哪里渗水，哪里有缺口
都要第一时间汇报。非汛期的时
候，村民们就是各忙各的状态。

村民张忠（化名）一直待在小
镇上，7月6日左右，江边的几个村
就已经给村民传达了巡防消息，
村民们迅速进入汛期的轮值战备
状态。“我们以往的巡防频率是一
小时一次，但是现在情况比较紧
急，需要1小时巡防两次。”张忠
说，“都是我们自己的家自己的
地，我们不守护谁来守护。”

据悉，在10日防汛指挥部发表
了《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后，
截至13日，据防汛指挥部统计，共
计有4100余名在外的江洲人返回
家乡，散布在江洲41 .36公里的堤
坝上，在一线进行防汛工作。

连续几天加固堤坝
外地小伙在沙袋上睡着

在驰援的浪潮里，同样能看
到很多外地人的身影。13日下午5
点，在江洲镇北堤，侯伟峰躺在刚
刚加固好的沙袋上睡着了，他身
体一侧就是漫漫而来的长江水。

直到附近的挖掘机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加固，这声响才惊醒了
熟睡中的侯伟峰，“我还以为有紧
急情况。”

“其实我并不累，这一段加固
完了，休息一下。”最近三天，侯伟
峰加在一起仅睡了几个小时，但他
依然笑呵呵地说，这对他来说不算
啥。“只要不闲着，我有的是劲。”

今年30岁的侯伟峰是河南郑
州人，11日晚上，郑州下起了雨，正
在摆摊的他，避雨刷起了抖音。在
抖音上，连续出现的多条与江西
洪水相关的视频让他坐立不安。

当晚，他下定决心，从郑州出
发，开车一路直奔江洲，支援一
线。“开车也挺累，中途我在一个
服务区停下，睡了三个小时。”侯
伟峰说，他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
于12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江洲镇。

“到这里后我也不熟悉地形，
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帮忙。”侯伟峰
说，幸好他在渡口处遇到了当地
村民“杨哥”，帮他找到了情况紧
急的江洲镇北堤。

到达北堤后，侯伟峰就立即投
入到抗洪中，“当时比较紧急，我首
先和村民们一起加装沙袋。”一天
下来完成堤坝加固已经是晚上了，
而这时侯伟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这里的村民很热心，很快就有一
户村民给我安排了一张床。”

侯伟峰之前开过文具店，疫
情期间他关了文具店，转而做起
了摆摊卖绿植的生意。由于怕家
人担心，他收了摊，瞒着父母就直
奔抗洪一线。说起这次突然决定
来抗洪的原因，他坦言，只是觉得
应该这么做，也为自己的人生留
下一段纪念。

大堤距离镇上有数十里地。
晚上10点多，江洲镇一片寂静，几
乎看不到有灯光亮起，只有时不
时传来运输车的声音提醒着人
们，前方的抗洪正在迎接一场可
能要来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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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峰即将来临，7
月13日是江西九江江
洲镇要求居民撤离的
最后一天，老人和孩
子相继离开，年轻劳
动 力 却 选 择 了“ 逆
行”，他们坚守在一线
抗击洪水。江洲正面
临着严峻的考验，当
地居民和来自四方的
志愿者以及武警官兵
们筑成江洲镇一道无
形的防汛线。

为了守护家园，江洲的父老乡亲都投身到抗洪抢险中。

>>时间 7月13日

>>地点 江西九江江洲镇

刘云鹤 李岩松

京杭运河枣庄段迎来

汛期首次开闸泄洪

近日，枣庄持续出现雨水天
气，为确保交通港航行业运行安
全有序，7月12日，京杭运河枣庄
段迎来汛期首次开闸泄洪。当日
12时45分，刘庄节制闸提闸泄洪，
提闸一孔0 . 5米。18时许，台儿庄
节制闸，提闸三孔各1米，下泄流
量150立方米/秒。

为确保航道泄洪安全，枣庄
市港航中心紧急下发防汛通知，
迅速启动三级预警响应，安排部
署防御工作。主要及分管领导亲
赴防汛一线，深入节制闸和搜救
基地等重点部位现场指挥，加强
对防汛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全
面落实防汛工作领导责任制。同
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雨情、
汛情宣传力度，积极引导船舶科
学合理停靠。加大巡航密度，严格
现场管理，出动海巡艇、巡航救助
人员对关键环节、重点部位和重
要船舶巡查，确保在汛情发生时
及时施救。

截至目前，京杭运河枣庄段
航道船舶秩序良好，节制闸运行
安全平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米娜

6月以来全国433条河流

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记者从1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获悉，6月以来，
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
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
仍超警，其余大江大河水势总体
平稳。

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郑国光表
示，针对江西严重汛情，国家防总
主要从五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督
促地方加强堤防巡查防守；二是
落实抢险队伍物资；三是及时做
好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工作；四
是强化水上安全的管理；五是抓
好水库防洪保安。 据新华社

6月以来长江流域

雨量达近60年来最多

6月1日以来，南方出现6次强
降雨过程，截至7月12日，长江流
域平均降雨量达403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49%，超过2016年（395毫
米）和1998年（358毫米），成为1961
年以来同期最多。

同时监测显示，7月8日18时，
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较7
月2日扩大352平方公里，达4206
平方公里，较历史同期平均值

（3510平方公里）偏大两成，为近
10年来最大，五大支流入湖口湿
地大面积被淹。

13日，南方强降雨按下“暂停
键”，但从14日起，强降雨蓄力再
出击，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
江南北部等地将被雨水笼罩。中
央气象台预计，14日至16日，西南
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地有大暴雨。 据新华社

前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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