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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褚思雨 康岩

过闸流量从453立方米/秒
增至1000立方米/秒

“东平湖水汇入南四湖，二
级坝做好预案，将流量加大至
1000立方米/秒。”10月6日上午9
点，位于微山湖张楼镇的南四湖
淮委沂沭泗局二级坝水利枢纽
管理局接到上级部门的一条调
令。为调节库容，根据国家淮委
指令，南四湖二级坝加大下泄流
量，减轻防洪压力。

“二闸开55孔，开高0 . 9米，
过闸流量加至 1 0 0 0立方米 /
秒”……综合上下水位、水情工
情各项信息后，二级坝水利枢纽
管理局防汛办公室副主任陈臻
隆通过“查线”计算出水闸开度、
开孔数量，并报地方水文站会商
制定开闸调度方案。8日上午，根

据水文工作人员实地测量进行
调整后，陈臻隆向二级坝第二节
制闸管理所下达了最新指令。

据济宁市水文局监测信息，
截至10月8日8时，南四湖上级湖水
位34 .78米(废黄河高程系)，高于
汛末蓄水位0 .28米，蓄水量12 .72
亿方；下级湖水位32 .6米，高于汛
末蓄水位0.1米，蓄水量8.36亿方；
上级湖水位较去年同期偏高0.42
米，较历年同期偏高0 .74米；下级
湖水位较去年同期偏高0 . 36米，
较历年同期偏高0.33米。

“从6日接到调令开始，二闸
55孔全开，过闸流量从453立方
米/秒增加至1000立方米/秒。东
平湖、大汶河来水分洪经梁济运
河入南四湖，增加了南四湖区域
的防汛压力。”二级坝水利枢纽
管理局副局长王强指着二级坝
下奔腾的河水介绍。截至10月8
日，二级坝二闸闸上水位34 . 73
米左右，闸下水位33 . 33米左
右，但整体来看，防汛形势比较

稳定。
针对今年的汛期形势，二级

坝水利枢纽管理局制定了防汛抢
险预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
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密切监
测天气和水情、雨情、工情，畅通
信息传递渠道，及时做好防汛信
息的上传下达，为做好南四湖防
汛工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

全天候值守巡查
确保防洪工程安全

后营水文站位于梁济运河
入湖口上游9公里处，是南四湖
流域一级支流控制站。济宁城区
水文中心及时启动应急监测预
案，全员值守，加大监测频次，确
保数据准确。据10月7日上午9时
监测数据显示，梁济运河后营站
水位35 . 27米，实测流量166立
方米/秒。

济宁市水文局城区水文中心
主任赵晓旭介绍，目前每天两次

进行流量实测，及时准确地将流
量数据上报到市防指，为防汛决
策、分洪调度提供准确的数据支
撑。经过近几次的数据分析，目前
梁济运河的分洪流量比较平稳。

为减轻黄河防洪压力，汶上
县按照省市水旱灾害防御指挥
部要求，利用大汶河琵琶山引水
闸分泄大汶河洪水，为东平湖分
洪。“利用琵琶山引水闸，通过泉
河、小汶河、进军渠对大汶河进
行分洪。目前大汶河流量300立
方米/秒，分泄流量25立方米/
秒，有效减轻了东平湖防洪压
力。”汶上县水务局水旱灾害防
御科科长姜祥州说。

济宁市气象部门预测，近期
济宁还将迎来降雨过程。为确保
安全度汛，济宁市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持续对黄河、大汶河、梁济
运河、柳长河、泉河、小汶河堤防
进行全天候值守巡查，加大工程
巡查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密切
关注水情、工情变化。

东平湖向南四湖分洪，二级坝加大下泄流量

二闸55孔全开，过闸流量增一倍
10月8日，南四湖二级坝，

滚滚湖水从这里奔流而下。受
连日降雨影响，黄河中下游干
支流发生较大洪水，自10月4
日起，东平湖首次实现向南四
湖分洪，减轻防洪压力。为调
节库容，南四湖二级坝加大下
泄流量，将过闸流量加大至
1000立方米/秒，实行24小时不
间断值守巡查，同时密切监测
天气、水情、工情变化，确保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德州四女寺水利枢纽迎70年来最大秋汛
枢纽三闸同开，行洪场面甚是壮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徐良 刘超

受漳卫河上游流域连续降
雨影响，9月22日起，漳卫南运河
四女寺水利枢纽水位开始上涨，
10月7日下午4时24分，流量已涨
至1052m3/S，德州迎来1951年有
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秋汛。根据上
游监测反馈，目前最大洪峰还未
到来，接下来四女寺水利枢纽流
量会继续加大，行洪预计还要持

续15-20天。
9月17日起，漳卫河上游流

域河南、山西部分地区发生强降
雨，形成洪水。9月22日，洪水流
经四女寺水利枢纽，水位不断
上涨，枢纽提闸行洪，枢纽下
游的南运河、岔河、减河水位
跟着上涨。

10月7日下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来到四女寺水利枢
纽，枢纽“三闸”同时提起，洪水
滚滚东流，场面甚是壮观。现场，

民警拉起警戒线，不停地沿岸巡
逻，劝离围观行洪的群众；四女
寺枢纽工程管理局工作人员24
小时在岗，时刻关注和汇报水位
与流量情况。

四女寺枢纽工程管理科科
长李洪德介绍，10月7日下午4
时24分，枢纽流量为1052m3/S，
其中连通南运河的节制闸 3孔
开度0 . 8米，流量100m3/S；连通
岔河的北进洪闸中间6孔开度2
米，两侧 6孔开度 1 . 7米，流量

581m3/S；连通减河的南进洪闸
12孔全部提出水面，流量378m3/
S。这虽比不上 1 9 9 6年洪水时
1700m3/S的流量，但算得上1951
年有水文记录以来德州最大秋
汛了。

行洪期间，四女寺水利枢
纽闸前水深超过 7米，广大群
众不要到行洪景区内游玩，远
离行洪河道，严禁在河边观
水、涉水、嬉水和捕鱼，确保自
身安全。

南四湖二级坝提闸分洪。

9月以来，西南北部、西北东
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南部出现
多轮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雨量
突破历史极值，造成土壤水分饱和，
局部农田积水，给秋收秋种带来困
难。为确保秋收秋种顺利开展，10月
6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对“三秋”
生产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要求各地
强化领导、挂图作战，抓紧调度机
具、组织人力抢收抢种。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秋冬
种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抗灾夺丰
收，把应对连阴雨、做好抢收抢种作
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加强
组织领导，迅速行动，广泛动员，把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确保秋粮应收
尽收、颗粒归仓，确保秋冬播应种尽
种、面积稳定。 据新华社

北方看雨添衣，南方大汗淋
漓……这个国庆假期让不少网友
感叹南北天气“冰火两重天”。今年
国庆假期为何南北天气差这么多？
专家表示，这是受大气环流异常影
响。10月上旬，副热带高压位置通常
在海上，而今年同期副热带高压控
制我国南方地区，且维持时间长、强
度大，导致气温偏高；副热带高压北
侧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处于
冷暖气流交汇区，降雨偏多。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于超
分析说，高原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
西伸北抬的共同作用导致此轮降
雨过程发生。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
偏西且位置相对稳定，其西部和北
部边缘源源不断输送的暖湿气流
与高原槽东移带来的冷空气交汇
于华北、黄淮一带，造成华西、华北、
黄淮地区出现多次强降雨过程。

同时，副热带高压也是南方高
温的“幕后推手”。自10月1日以来，
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江南、华南等
地，并且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内部
下沉气流盛行，导致空气增温，形成
晴空少云的高温天气。 据新华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朱文龙

随着线上课程成为大学生们
学习任务中常见的一部分，付费
刷课的灰色产业链日益猖獗，让
不少线上课程沦为形式。据警方
通报，仅在2019年至2020年，全国
范围内购买刷课服务的学生就超
过790万人，刷课数量逾7900万科
次。

对此，有评论指出，一些学生
通过刷课蒙混过关，不仅荒废了
学业，还会助长投机取巧的思想。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不过治理

“付费刷课”乱象，板子不能只打
到学生身上。高校才是遏制和预
防这种不良需求的关键一环。

近一两年来，在疫情影响下，
网课在高校持续走热。这种教学
形式在降低了高校教学成本的同
时，也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修
到学分。双方各取所需，原本是双
赢。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一些高校
网课教学管理上的薄弱环节，逐
渐暴露了出来。

其一，一些网课含金量不足。
从报道来看，很多网课不仅节奏
慢，而且不符合学生的学习进度
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学生

觉得与其将时间精力耗费在网课
上，不如花钱请人代为刷课，自己
还可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其二，网课考核机制不科学。
现在不少高校规定，学生能否拿
到网课学分，只看完成进度，至于
学生如何完成的，并不关心。对于
不少学生来说，自己辛辛苦苦完
成网课学习，到头来分数可能还
没有付费刷课的同学高。这难免
会促使学生放弃自主学习的念
头，加入到付费刷课的队伍中来。
报道中所提到的“跑步代刷服务”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问题的产生，表明很多

高校在网课教学管理中，存在着
一种应付的心态。倘若这种心态
不改变，学生就无法正确认识网
课的教育价值，刷课的需求依然
会存在。

有人认为，高校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预防“代刷服务”乱象的产
生。目前，确实有不少高校与网课
平台合作，通过刷脸等技术手段
防范学生刷课，利用大数据严查
有刷课行为的学生。但问题是，上
课可进行人脸识别，提交作业如
何进行人脸识别？要知道，现在

“代刷服务”是可以“代做客观题”
的。

因此，除了使用技术手段外，
高校还要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方
面做文章。一方面，高校要在“起
点”把好关，在网络课程的设置和
选择上做好筛选工作，切实提高
授课老师的授课能力和课程质
量，特别是要在提高课程趣味性，
增进课程信息量上下足功夫，只
有这样，才能激发出学生上网课
的兴趣。另一方面，高校要调整网
课的考核机制，把重点放在检验
学生上网课后的知识转化情况
上，而不是简单地看系统刷没刷
够时间。唯有如此，才能铲除滋生

“付费刷课”乱象的现实土壤。

数百万大学生“付费刷课”，板子不能只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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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降雨降温，南方酷热难耐

近期南北天气

为何差别这么大

农业农村部：

确保秋粮应收尽收

秋冬播应种尽种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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