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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山西：
风雨共前行 患难显担当

近期，山西连续出现大范围
强降雨过程，多地遭受了严重雨
涝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影
响。 在此过程中，山西全省齐心
协力，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用心
用情救助受灾群众，努力把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

暴雨突降 紧急应对

天，仿佛被捅破了一样。
10 月 2 日 20 时至 7 日 8

时， 山西省平均降水量达 119.5
毫米， 太原市平均降水量 185.6
毫米，全省有 18 个县（市、区）降
水超过 200 毫米，有 51 个县（市、
区）降水在 100 至 200 毫米之间，
累计降水量最大为 285.2 毫米。

此次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持
续时间长、极端性突出。 山西省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洪霞表示，这次
降水过程是 10月常年月平均降水
量的 3倍以上，多个站点数据破建
站以来的同期历史极值。

受强降雨影响，10 月 5 日凌
晨，平遥古城一内墙发生长达 25
米左右的局部坍塌；10 月 6 日，
南同蒲铁路祁县昌源河大桥桥
台被冲垮， 枕木和铁轨悬空；同
日，位于太谷区南侧的咸阳河水
库经过一次泄洪后，水位再次超
出警戒线并向四周溢出……

与此同时，汾河流域干支流
涨水明显，位于汾河下游的运城
段遭遇近 40 年来最大洪峰，最
高流量达到 1100 多立方米/秒，
在部分河段造成决口、漫堤。

10 月 10 日， 从山西省应急
管理厅传来消息，严重洪涝灾害
已致全省 11 个市 76 个县（市、
区）175.71 万人受灾，12.01 万人
紧急转移安置，284.96 万亩农作
物受灾，1.7 万余间房屋倒塌。

面对极端强降水过程， 山西
各级各部门及时预警，科学研判。
据统计，10月 3日至 7日，山西省
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共发布预警信
息 848条，向各级应急责任人、负
责人发布短信共计 2598848 条、
898822人次，为抢险救灾、转移群
众争取了宝贵时间。

暴雨期间， 山西共出动
15673 个检查组，36457 名检查人
员，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32523 个。
同时，组织护堤抢险，逐村逐户
逐人落实安全避险措施，按需撤
离群众，努力确保重要设施和附
近村庄安全。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还印发
了《关于应对连阴雨天气迅速做
好“双减双抢”工作的通知》，成
立了指导服务组，组织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三队” 包联服务团
队，到市到县到村到田开展督促
指导。

风雨无情 人间有情

“香乐乡磁窑河发生决堤，
立即派人执行封堵决口任务。 ”
这是平遥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
的任务。

先打桩再填沙袋，10 米长的
磁窑河决口，百斤重的水泥吸水
后让队员整个身子几乎趴在了
水中。

“到现在咱们已经干了十来

个小时了，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了，我们用歌声给自己鼓鼓劲。 ”
大队长龚宇做总攻动员。

10 月 8 日凌晨，堤坝合龙后
经过不断加固加宽已消除隐患。

距离平遥不远处，便是南同
蒲线昌源河铁路桥。 10 月 6 日，
南同蒲铁路祁县至东观间昌源
河大桥桥台尾部路基被洪水掏
空、轨枕悬空，上下行线路均中
断。 南同蒲铁路是山西南北方向
重要的客货两用铁路， 全长 528
公里，60 个车站受此影响，10 对
列车停运。

险情发生后，中国铁路太原局
集团有限公司、晋中市县两级全力
组织抢修，调集超过 800名施工人
员日夜不停进行抢险施工。

“7 日早上抓紧空隙睡了一
个小时，大家都在坚守。 ”正在抢

修的工人阴水泉说，从家到事发
地点仅有 10 分钟左右的车程，
但他已两天没有回过家。 抢险现
场，一些临时休息的工人直接用
编织袋把自己套起来，躺在地上
就睡。

10 月 8 日 21 时， 随着鸣笛
声响起， 一趟货物列车呼啸通
过， 中断近 60 个小时的南同蒲
铁路线路抢修成功。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在这边
抗洪救灾， 差不多有 20 多个小
时没睡觉了。 ”一位老乡激动地
说。 山西汾河运城段遭遇近 40
年来最大洪峰过境，子弟兵坚守
在新绛县抗洪一线， 加固堤坝、
连夜奋战超 20 小时， 累到躺坐
泥地就能睡着。

10 月 9 日，山西省财政厅会
同省应急管理厅、 省农业农村

厅、省水利厅紧急下达了省级雨
涝灾害救灾资金 5000 万元，全力
支持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
作，同时调拨棉帐篷、棉被、棉大
衣等救灾物资支持受灾地区。

同日，国家减灾委、应急管
理部针对陕西、山西两省近期严
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
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
生活救助等工作。

“咱们吃得也好、住得也好，
安全没问题。 ”太原市清徐县孟封
镇孟封村村民安守昌说。 据介绍，
各安置点生活物资由清徐县统一
调配，一日三餐统一配送，同时还
配有矿泉水、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能够保证村民正常生活。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山西

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已
紧急调拨帐篷 3975 顶、 折叠床
3212 张、棉衣裤 3000 套、棉大衣
16306 件、 棉被 10932 床、 棉褥
8600 床等救灾物资用于受灾群
众安置。

线上线下 合聚温情

“为保卫家乡贡献力量，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介休市
蓝天救援队队长李佳这样说。

10 月 6 日，介休市蓝天救援
队接到介休市宋古乡洪善村的
求助电话，称该村北部洪水持续
上涨，有群众被困，大部分为老
人、孕妇、儿童。 接到求助电话
后，蓝天救援队迅速集合前往洪
善村转移群众。

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该救援
队共出动 77 台车 （次）236 人
（次）， 转移被困群众 94 艇（次）
620 余人（次）。

10月 6日晚，一个名为“求助
文档”的在线表格在网上流传，短
短 48 小时，就已经汇聚了 600 余
条求助和救援信息， 成为民间救
援信息收集对接平台， 它的创建
者正是山西籍学子祁一菲。

山西急需物资汇总发布当
日，汾酒集团就向山西省红十字
会捐赠人民币 3000 万元，用于防
汛救灾、灾后重建等工作。

“我们准备了米饭、蛋汤，还
有两三种菜，两天准备了 4000 多
份，都是免费的。 ”在晋中市开餐
馆的刘伟说，就想为防汛救灾出
一份力。 许多热心市民纷纷加
入，给他送米又送肉。

这样暖心的场景随处可见，
全力救援的消防员，连夜作战的
子弟兵， 捐资捐物的爱心人士，
传递救援信息的网友共同凝聚
成防汛救灾的强大力量。

“我在直播间带过山西好
物，大同黄花菜、太谷饼和平遥
牛肉等等， 这次看到山西的灾
情，本能地就想帮一把。 众人拾
柴火焰高，山西加油！ ”知名网络
主播薇娅团队向山西省红十字
会捐赠 200 万元救灾款，并紧急
联系商家筹备消毒液、 湿巾、雨
衣雨鞋、矿泉水、面包糕点等物
资，支援山西。

为响应救灾，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宣布先期捐赠 5000 万元，
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文物
保护基金会、山西省红十字会等
机构合作， 助力当地政府救灾、
民生保障、文物古建抢救与灾后
重建等工作。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
基金会也宣布捐赠 5000 万元，联
合公益机构，为灾区提供紧急救
援物资，并支持学校灾后修缮和
当地古籍修复。

一边是防汛救灾，一边是能
源保供。 山西两线作战，勇挑重
担。 10 月 9 日，山西省委常委会
明确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依法依规做好煤矿产能接续工
作， 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统
筹做好省内电力供应和外供煤
炭、外送电力保障，坚决完成好
能源保供任务。

10 月 9 日 16 时许，近 40 年
来最大洪峰经过新绛、 稷山、河
津等地后，在万荣县庙前村顺利
汇入黄河。 （据《光明日报》）

� �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10 月 7 日 21 时，在山西省晋
中市平遥县香乐乡磁窑河，一列身着橙色救援服的消防队员对着洪水发出了“怒吼”。

夜深寒重，温度已降至 9℃以下。 长时间浸泡在洪水中的平遥县消防救援大队的队员们不由自
主打起了冷战，而唱歌正是他们想出的取暖“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