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新闻 09
２０21.11.16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破纪录的风雪，撼城易，撼众志成城难
———内蒙古通辽万众一心抗击 70年来最强暴风雪

最大降水量超 100 毫米，
道路最深积雪达 2 米，

公路交通几乎瘫痪，大量棚舍倒
塌， 初核直接经济损失超 6.6 亿
元……近期 ， 一场 70 年来最强
的暴风雪天气袭击内蒙古自治
区通辽市。

雪暴风狂，党旗飘扬
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

以雪为号，以雪为令。 在抗
击强暴风雪过程中， 通辽市 17
万名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 寒冷
挡不住他们为民服务的热情，风
雪吹不散他们情系群众的干劲，
共产党员成为抗灾中最坚强的
力量。

11 月 8 日至 9 日，一名汉子
骑着一匹栗色骏马，踏着积雪入
户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骑马的
人正是科尔沁左翼后旗常胜镇
地河村的支书何常辉。

雪最大的几天，整村都被雪
盖住，何常辉担心村民，特别是
低保户、独居老人受影响，但开
车又怕被困住，于是挑了家里个
高力大的马，“雪地里还是咱这

‘宝马’好使！ ”
“这时候就是群众最需要我

们的时候，党员干部就得冲在第
一线，就得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
难，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何
常辉坚定地说。

还有很多党员干部，在危难时
刻显身手，用行动保护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有的消防救援指战员，
冒着积雪随时可能压垮救援通道
的风险，救出被困群众；有的公安
干警， 为给群众寻找走失的牛群，
没吃早饭就在暴雪中艰难跋涉几
个小时，终于完成任务……

强暴风雪天气中，正是广大
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把“坐等群众找服务”
变为“主动上门送服务”，才让群
众在罕见的灾害性天气中，第一
时间吃上“定心丸”。

通辽市科尔沁区东方明珠
社区，有 1600 多座平房，由于地
处窝风地带，积雪最深达一米七
八之多，很多居民家一度见不到
阳光。 该社区所属的东街街道党
工委，立即组织党员、志愿者组
成一支 200 人的“突击队”。

面对巨大的工作量，“突击
队”从 11 月 8 日开始，走巷入户、
锹铲肩扛， 最终缓解了积雪问
题。“看到那么多小伙子帮着清
理院子、胡同积雪，我一直悬着
的心也落地了，不然真不知道咋
出门。 ”在平房区独居的 75 岁老
人包斯琴说。

罕见的灾害性天气，给城市
基础设施也带来巨大挑战。 为确
保群众在家安稳生活， 一支支

“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冲
锋在风雪肆虐的保民生第一线。

漆黑的雪夜，几道强光手电的
光束不时照向夜空； 光束照射下，
极速乱飞的雪片， 让人眼花缭乱；
几个人影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

艰难跋涉，偶有 1人陷入齐胸的积
雪，大家赶忙过去拉出来……

这是 7 日凌晨 4 点，通辽市
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第五水厂
的应急抢险队队员排查故障线
路的现场。 第五水厂承担着主城
区 20 多万人的饮水需求， 但给
水厂供电的线路出了问题，城区
大面积停水。

凌晨 3 点 40 分接到任务后，
已全天全员备勤的第五水厂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 凌晨 3 时 50
分许，5 名党员职工主动报名加
入“抢险突击队”，6 名普通职工
也积极响应。

11 人兵分两路，在暴风雪中
排查到 6 点多， 锁定了故障点。
经紧张维修，当电话中传来“城
区供水恢复，水压正常”的反馈
后，他们已经成了“雪人”。

胸怀赤心不惧风雪，信念如
火必融坚冰。 面对灾情，当地 17
万余名党员干部， 冲在第一线、
战在最前沿，在除雪救灾第一线
践行初心使命，让鲜红的党旗高
高飘扬。

浴“雪”奋战，抗灾同心
凝聚起抗击雪灾的力量

风最狂、 雪最大的时候，党
员干部、 广大群众合力战风斗
雪，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一个个大棚， 变成了一座座
长条状的雪包； 数十名群众脚蹬
靴子、身着羽绒服，正吃力地清理
棚上二三十厘米的积雪； 踩雪的
咯吱声、雪脱落的噗噗声、大家的
喘息声响成一片……这是 9 日上
午，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光明村的
一处农业设施区的除雪场景。

这里有 37 座果蔬大棚，幸
而大家在暴雪前根据气象部门
预警，加固了大棚，没有坍塌情
况，但积雪已致作物光合作用受
严重影响。“村里组织自救，大家
一看有人张罗，都顶着雪出来干
活了，人多力量大，现在大棚积

雪已清理完毕！ ”村党总支书记
王国峰说。

通辽市科尔沁区敖力布皋
镇， 年轻力壮的村民积极加入
“抗灾自救突击队”，及时清理雪
埋牛棚、找回走失牛群，挽回经
济损失上百万元；通辽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辽河镇四合屯村农户
王玉国家 20 多个大棚不同程度
受损，自救工作量大、进展缓慢
让他愁眉苦脸之时，得知情况的
村干部带着机械车辆、 志愿者，
前来增援……

在有关部门的全面动员、专
业指导下，农户开始处置“地趴
粮”，牧户开展疫病防治、调运草
料，科尔沁大地上到处是抗灾自
救的场面。

通辽市玉米产量占全区近
三分之一，连续多年粮食产量超
百亿斤，素有“内蒙古粮仓”的美
誉。 暴风雪导致农民晾在室外的
玉米被雪覆盖，随着雪后气温回
升，极易导致霉变。 为此，各部门
及时下发雪后“地趴粮”注意事
项，广大农户互帮互助，开展清
雪保粮行动。

院内的玉米盖上了厚厚的
“雪被”，五六个小伙儿正用铁锹
雪中“救”粮……13 日一早，库伦

旗库伦镇三家子嘎查一组，在村
民达胡白乙拉家， 左邻右舍的
人，正聚在他家一起干活儿。“积
雪半米多， 自己根本整不过来，
看到 11 日旗里发的通知， 大家
联合起来，一家一家清雪、倒堆，
今天轮到我家啦！ ”达胡白乙拉
说， 他家今年打了 3 万多斤玉
米， 全在院内地上晾着，“温度、
水分都有提醒，旗里的通知挺专
业，大家一起干、科学保粮，肯定
能减少损失。 ”

眼下，通辽市的暴风雪已经过
去， 但抗击雪灾的斗争没有停止，
一个个绝不言弃、积极自救，雪中
送炭、互帮互助的场景仍在继续。

科学应对，八方来援
制度优势彰显终极力量

罕见的暴风雪是一场灾难，但
近年来持续提升的治理能力，大大
增强了城市抗灾的综合实力。

得益于越来越密集、精确的
气象信息采集体系，通辽市气象
局于 11 月 3 日发出第一份气象
灾害预警。 根据去年应对冬季大
雪的经验，通辽市委、市政府立
即提前紧急响应。

近年来，通辽市在成功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的过程中，城市管理体系更
加顺畅，治理能力更加精细。 紧
急响应启动后， 应急车辆备勤、
除雪设备调配、 一线人员组织、
民生物资保障、安全防灾宣传等
工作， 在各部门紧密协作下，有
条不紊地迅速推进。

全市消防救援、公安机关、医
疗机构，全员在岗、全天备勤，确
保群众需要时召之即来、 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供水供电供暖等重
要民生单位，基础物资充足、抢险
力量待命， 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有
保障； 各旗县区提前调配大量人
力、机械，随时准备开始清雪保通
作业……在暴风雪前夜， 通辽市
各地各部门，已经“枕戈待旦”，等
待接受暴风雪的考验。

正因如此， 尽管这场暴风雪
是当地 70 年来之最，远超当地的
即时应急处突能力， 但还是能阵
脚不乱， 较为平稳地挺过超 110
个小时的强暴风雪天气过程。

在这 110 多个小时里， 整座
城市都发动起来了。 没有人置身
事外，一个个暖心举动，让城市
到处涌动暖流。

这暖心举动，是一碗热心商
户免费提供的热面条。 连日降
雪，奈曼旗治安镇许多店铺暂停
营业，但一家名为“福香居”的抻
面馆却格外忙碌。“让大家免费
吃上一口热面，驱驱寒气。 ”杨福
生和妻子边为清雪工人煮面边
说。 大雪骤降，每天都有很多志
愿者清理积雪，面馆老板杨福生
见此情景，决定开门营业，但不
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所有志愿
者、铲车司机、巡警全天免费供
应爱心抻面。

越是面对困难，越能彰显制
度优势。 灾难面前，通辽从来不
是一座城市在抗击。

10 日，“通辽加油， 蒙 D 来
了”“支援通辽，蒙 F 来了”等消
息刷屏当地人的朋友圈。 通往通
辽市的高速公路上， 赤峰市的

“蒙 D”、兴安盟的“蒙 F”车队绵
延数里， 分别从南北向“雪”而
行。 一辆翻斗车上，一条写有“山
川相连，风雪同天，赤峰与通辽
人民心手相牵”的横幅，在雪中
迎风招展，

“我们两班轮换，昼夜不停，
‘人歇车不歇’，全力清运积雪。 ”
赤峰市支援通辽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救援车队队长吴国民说。
11 日凌晨 1 时， 经过 10 小时雪
中跋涉， 这支 51 辆车组成的赤
峰支援小分队抵达当地后，连夜
开展除雪工作。

截至 12 日 14 时， 通辽市红
十字会已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690
余万元。目前，通辽市境内的 4条
高速公路、15 条国省干道、2800
余条县乡道路已恢复畅通， 生活
物资充足、电力供水供暖平稳，灾
后处置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暴风雪之后，褪去厚重“雪衣”
的通辽，寒冷如斯，却暖意盎然。

（据《新华每日电讯》）

11 月 11 日，在中铁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站南编组场，武警官兵清理积雪

11 月 13 日，在库伦旗红旗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在清理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