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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茬指望不上，想想下一茬种啥”
消毒灭源、大棚复产,洪水消退临沂灾后恢复“马不停蹄”

记者16日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获悉，15日开始的强降雨导致四川
31条江河出现超警超保水位，多地农
田、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
损，绵阳、成都、广元、德阳紧急转移6
万余人，暂无人员死亡失踪报告。

15日8时至16日8时，四川盆地西
部、川西高原东部降大到暴雨，德阳、
绵阳、广元、成都、阿坝等市（州）降大
暴雨，成都、德阳、绵阳局地降特大暴
雨，最大降水量为德阳旌阳区黄许镇
新太村站466 . 7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至16日8时沱江、涪
江、青衣江、岷江、大渡河、嘉陵江、黄河
干支流等31条江河出现超警超保水位。

据初步了解，成都、德阳、绵阳、广
元、阿坝等地农田、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部分地方出现内
涝积水，绵阳、成都、广元、德阳紧急转
移6万余人，暂无人员死亡失踪报告。

四川省防指调度武都、宝珠寺、亭
子口等水库拦蓄洪水3亿立方米，确
保绵阳城区不超保证水位，广元、南充
相关县区不超警戒水位，减少近2万
人转移。

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了解
到，截至16日上午9时，四川全省因降
雨和地质灾害导致高速公路阻断 6
处、管制收费站8个；同时，未抢通国
省道16条19处，预计当天能抢通5处。

此前，15日16时，四川省气象台发
布暴雨黄色预警，18时30分，四川省防
指启动Ⅲ级防汛应急响应。16日，阿坝
州汶川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
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目前，四川省防办紧急增派两个
水利抢险组分赴德阳、绵阳开展防汛
抢险指导。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16
日18时发布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沱江，
干流朱沱江段洪水橙色预警，上游嘉
陵江、三峡库区洪水黄色预警。继续发
布嘉陵江支流涪江、长江上游干流寸
滩江段洪水橙色预警，中下游干流城
陵矶至南京江段、鄱阳湖区、洞庭湖区
洪水蓝色预警。

“长江2020年第4号洪水”洪峰已
经通过三峡库区。受强降雨影响，涪江
上游发生较大涨水过程，多站超警超
保。预计17日嘉岷流域仍有强降雨维
持，涪江小河坝站未来两天将再次发
生超保洪水，岷江、沱江、嘉陵江以及
长江上游干流将再现较大洪水过程。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提
请长江上游支流涪江、干流寸滩江段、
长江中下游干流沿线、洞庭湖区、鄱阳
湖区等地有关单位和公众注意防范。

16日，据江苏省水利厅消息，受上
游暴雨影响，江苏沂沭泗地区发生1960
年以来最大洪水，超过2019年“利奇马”
台风暴雨洪水和1974年暴雨洪水。

面对严峻形势，江苏沂沭泗地区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徐州市沂沭河地
区防汛Ⅰ级应急响应，连云港市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宿迁市骆马湖新沂河
地区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据了解，当前沂沭泗地区共投入
巡堤查险人员7 . 37万人，前置应急抢
险人员4718人。 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江苏沂沭泗遇60年最大洪水

7万余人上堤巡防

上游干流将再现较大洪水

长江委发布洪水橙警

葛相关新闻

四川31条江河水位超警超保

6万余人紧急转移

一场强降雨导致东许口村
村民家中进水，崔久磊家也未能
幸免，更糟糕的是他开的超市也
进了水，大批商品被水浸泡，“虽
然心疼，但这些东西我一件都不
会卖给邻居们。”崔久磊说。

在崔久磊的超市，一些瓶
装饮料被放置在柜台上，水中
还浸泡着三箱白酒，室内显得
杂乱无章。说话间，崔久磊从
屋外的水中提上来一整袋还

未拆封的面条，他说光面条就
有近2000元的存货。“前两天
刚进的，一包还没卖。”

“有面条、奶制品、零食和
酒水等，加起来有近3万元的
货。虽然这些东西都有外包
装，没接触雨水，但泡过了，吃
着也不卫生，等积水退了，我
就集中清理掉。”崔久磊说，宁
愿自己赔本，也不能让邻居们
吃亏。

葛救灾暖闻

顾不上自家积水
先忙村集体的事儿

排水抢险车附近的胡同口，东
许口村排水小组一组成员张洪田、
孙崇亮等人正商议上午的排水进
度和保障措施，他们和道口镇行政
执法所的朱晓明等人驻点辅助排
水，为抢险车辆提供后勤保障。

张洪田是村里的退伍军人，曾
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他在沭河河
堤上值守了三天，既参与了村里的
河堤抢险值守，又一直参与汛后救
灾，还没来得及搬运自家浸泡在水

里的家具等生活用品。
另一位党员孙崇亮也和张洪

田一样，既参与河堤抢险，又参与
汛后救灾。他腿肚上的划痕在水
的浸泡下显得格外红，卷起的T
恤下露出左侧肋部一道划痕。

“这些印记都是前两天在河堤
上参与抢险时留下的。”孙崇亮说，
先忙村集体的事儿，自家的事儿往
后放放。据了解，孙崇亮儿子家仍有
积水，但他一直没腾出空去帮忙。

3万元的货被水浸泡
他说一件也不往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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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抢险车驻村排水
每小时排3000立方米

16日上午，莒南县道口镇
东许口村的村村通公路上比平
时多了些公务车辆，在市、县等
多部门的协作下，村里的汛后
救灾工作正稳步推进中。

东许口村紧靠沭河河堤，
村东北角的公路上，一条粗口
橘黄色排水管道蜿蜒伸向沭河
河道内。村口不远处，来自临沂
市城市排水维护管理处的排水
抢险车正在排水。

“15日晚上10点，我们奉
命到这里参与汛后救灾。”临
沂市城市排水维护管理处工
作人员闫文涛介绍，这台排水
抢险车从 1 6 日凌晨 3 点开始
参与排水。

尽管村里的排水工作一直
未间断，但部分低洼街道、居民
家中仍存有积水。“强降雨后，
村里90%的居民家中进水。经
过持续的排水作业，目前村里
水位已大幅度下降，50%的居
民家中已无积水。”东许口村村
委会主任崔桂军说，目前5台排
水抢险车在村里作业，其中城
市排水维护管理处的车辆每小
时排水3000立方米。

消毒灭源全面展开
猪圈消毒已进行两轮

华强良种繁育有限公司是
道口镇市级标准化养殖场，这
次养殖场虽然进了水，但整体

影响不大。公司负责人郭焕军
介绍，为了排水，他推倒了养殖
场西南部的一段围墙，现在养
殖场内已无积水。

当日上午，郭焕军和道口
镇防疫检疫所所长孙崇伟继续
忙着指导工作人员进行消毒灭
源，两名养殖场工作人员正在
场区喷洒消毒液。郭焕军说，目
前猪圈的消毒已进行了两轮。

“昨天镇里开了动员会，今
天全面完成辖区内8个市级标
准化养殖场的消毒灭源工作。”
孙崇伟说，目前全镇养殖企业
的防疫检疫工作总体上比较平
稳，所里工作人员全部进驻养
殖场指导工作。

大棚内积水正退去
开始统计受灾情况

8月16日，沂南县双堠镇汪
家庄村西南，太阳炙烤下的蔬
菜大棚里闷热难当，每个大棚
都伸出了一段或几段水管，直
通到大棚边上的水渠里。看着

大棚里积水逐渐退却，种植户
孙女士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
些。

13日至14日，这里突现强
降雨，双堠镇全境连续出现强
降雨达十多个小时，最大降雨
量达480毫米，镇内主要河流、
水库、塘坝水位陡增。汪家庄村
地势北高南低，洪水一泻而下，
很快灌满了大棚边的沟渠，漫
上了道路，水深没膝。

蔬菜大棚正在最低洼处，
尽管有稍高的边堰，有厚厚的
薄膜，但由于这些大棚均为下
凹式大棚，很快洪水倒灌，直没
大棚里的豆角架顶。

“这些大棚是扶贫项目，由
种植户租种，每个棚可耕种面
积约两亩。”孙女士介绍，今年
豆角行情不错，按这个价格计
算一个大棚能收入10万元左
右。看着雨水一点点升高，孙女
士心如刀绞。

降雨结束，洪水退去，孙女
士赶紧借来水泵，扯上管子，开
始不间断地向外抽水。40多个

小时过去，地面渐渐露出。
蔬菜大棚内，高温高湿，就

像一间桑拿房。浑身是汗的孙
女士走了一圈，不得不接受了
现实——— 这茬蔬菜是指望不上
了。

“很多种植户都买了保险，
政府部门也已开展受灾情况入
户统计，最大限度降低种植户
损失。”孙女士说，“等水抽得差
不多了，我们也得想一想下一
茬种什么了。”

大棚外，和孙女士一样忙
着抽水的种植户有十多户。他
们遗憾但并不气馁，期盼下一
季的丰收。

转移避险19943人
无人因灾死亡

8月16日，临沂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通报全市应对8月13日
至14日强降雨防汛救灾工作
情况。经初步灾情核查，截至8
月 1 6 日 8 时，该市受灾人口
35 . 86万人，无一人因灾死亡，
农作物受灾面积 59257 . 3公
顷，倒塌损毁房屋3446间，水
利设施损毁1215处，道路交通
损毁 1 5 5 5 处，公益设施损毁
1905处，工矿企业受灾183个。
灾情主要分布在蒙阴、沂南、沂
水、莒南等县。

据统计，此次强降雨临沂
全市累计转移避险19943人，设
置安置点48处，集中安置12825
人，均由政府保障生活。

防汛期间，临沂市消防救
援队伍、武警部队、民兵预备
役、社会救援力量共计11171人
参与防汛抢险救灾，营救遇险
人员285人。15日下午，由于此
次水情已趋于平稳，各增援队
伍陆续撤离。

8月13日夜至
14日白天，临沂中
北部地区发生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
目前本次降雨已结
束，沂河、沭河河道
洪水正逐步消退，
临沂各地迅速开展
汛后救灾工作，随
着驻村排水、消毒
灭源、大棚恢复生
产等汛后救灾工作
的开展，居民正陆
续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

莒南县大店

镇彭家仕沟西村，工

作人员忙着清理路

面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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