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增雨 缓解旱情 保护森林 降低火险

4架飞机驻防我省护林增雨“功勋卓著”
3月初，我省租用的M-171直升

机和夏延固定翼飞机相继调离南昌，
圆满完成了在我省的森林航空消防
任务。这两架飞机从去年11月10日
调入，到今年2月28日结束航期，在赣
执行航空护林作业111天，共飞行33
架次82小时23分，人工增雨累计增加
降雨量5亿吨，在保护我省森林资源、
降低森林火险等级方面“功勋卓著”。

飞机增雨降低森林火险
我省是一个季节性缺水比较严

重的省份，也是气象灾害较为严重的
省份之一。据统计，我省每年农、林、
牧、渔、畜、农村生活用水、生态用水
等需用水量约为 167亿立方米，主要
通过水利工程设施和开发空中水资
源等措施来解决。

2007年秋冬季，我省首次租用飞

机参与森林航空消防。为了确保人
工增雨的精确性，高效地降低森林火
灾对林业资源的损毁，2008 年，我省
除了继续租用M-171直升机外，还首
次租用“夏延”飞机实施增雨作业。
而这架“夏延”增雨飞机，刚刚服务过
北京奥运会，保证了“鸟巢”上空无雨。

这是我省在中断了27年之后，再
次启动飞机人工增雨作业。此后每
年秋冬季，我省都会租用飞机进行人
工增雨作业。自 2008年 10 月 5 日实
施航空人工增雨以来，仅仅一个半月
时间，就已开展增雨作业 13架次，累
计增加雨水量15.3亿多吨，较好地缓
解了我省旱情，降低了森林火险等
级，全省森林火情呈明显下降趋势。

“巨无霸”来赣驻防护林
据省防火办 2008 年统计的数

据 显 示 ，在 2006 年 和 2007 年 的
10-11 月份，我省分别发生森林火
情 35 起和 70 起，而 2008 年同期只
发生了 4 起，同比分别减少 31 起、
66 起，显现了航空人工增雨对森林
防火的实效性。

2009年秋冬季至 2010年春季期
间，省航空护林站分别租用四川三
星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CY-3，
和江苏华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的
K-32、M-171 各一架飞机来赣执行
航空护林任务。这一年，我省有了 3
架飞机执行航空护林任务。特别是
可载水 5 吨的 K-32 飞机更加引人
注目。

2011年2月12日，随着一阵震耳
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架橘红色的大
型直升机降落在省林业厅航空护林
站的停机坪上。这种曾经在四川汶

川地震灾区参加过唐家山堰塞湖紧
急抢险的M-26直升机，当年在我国
只有3架。

“M-26直升机每次能把15吨水
吊到火场上空灭火，每次洒水可形成
宽50米、长300米的洒水带。被称为
直升机中的‘巨无霸’。”省航空护林
站的工作人员说，此后，我省境内每
年共有 4 架飞机参与森林航空消防
和人工增雨任务。

灾害控制继续保持历
史低位

省航空护林站专业人士介绍，我省
使用的4架飞机达到了大小搭配，固直
兼顾，运输、洒水、增湿相辅相成的多机
种联合作业模式，可根据森林火情以及
各种任务的需要，视任务作出机型选
择，达到租机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直升机主要执行全省范围内
的机降、索(滑)降和吊桶灭火，实施
空投空运、火场急救等抢险救灾任
务；固定翼飞机的主要任务是开展
林区巡护、火情侦察和人工增雨作
业飞行。”专业人士说，M-26直升机
外挂吊桶作业时可以每桶取水 15
吨，在扑救森林火灾过程中能够发
挥关键作用。

据介绍，在 2013-2014年度航期
中，省航空护林站援助湖南省扑灭了
湘乡市森林大火，完成了“驻防江西、
辐射周边”的工作任务，这也是我省
森林航空消防力量首次跨省支援。

2014年，我省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取得了实效。当年全省共发生森林
火灾158起，森林火灾发生率每10万
公顷 1.47 次、受害率 0.15‰，各项灾
害控制指标继续保持历史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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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最多能“支撑”6小时
“太可惜了！”3 月 10 日，说起一

周前亲历的这例器官捐献，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移植器官科主任钟林
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 3月初，因头部受伤入院的
南康 21 岁小伙李干敏病情恶化，生
命垂危。其父母经过慎重考虑，决定
在儿子去世后，无偿捐献儿子的所有
有用器官。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了
解到李干敏亲属的捐献意愿后，指导
其亲属办理完成了捐献相关手续。
同时，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传来：武
汉一名心脏病患者血型与李干敏相
匹配，符合分配条件。

“心脏从取出到移植的标准有效
时间为4小时，最长不能超过6小时，
所以时间特别紧张。”钟林说，大家都
做了最大努力，可最后还是输给了时
间。3 月 3 日 2 时 50 分，李干敏被宣
布脑死亡。然而，进入捐献状态后，
从武汉赶来的心脏获取专家仍在赶

往南昌的路上，经过评估，李干敏的
心脏几乎不可能在有效时间内移植
到在武汉等待的患者体内，所以只能
放弃。

2月 17日，赣州有一名同意捐献
心脏的案例也没有实施成功。3 月
10 日，省红十字会有关工作人员说，
当时浙江一名患者在等待心脏，大家
想了很多办法，但由于临时买不到合
适时间的高铁票和飞机票，只能放
弃。

我省成功捐献心脏仅两例
一次次遗憾的背后，还有一个孤

独的数据：截至目前，我省器官捐献
者共成功捐献了 140个大器官，但其
中绝大多数都是肝脏和肾脏，成功捐
献心脏仅有两例。

据了解，我省目前还没有医院被
授予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正式资质，因
此在我省捐献的心脏只能用于救治省
外配型成功的病人。而一旦涉及出
省，距离就容易带来时间问题：因为捐

献时间、地点的不稳定，会因临时买
不到火车票、飞机票耽误时间；因为
携带人体器官，在地方安检时做解
释、协调工作要花费时间；因为路程
遥远，交通不便又会耽误时间……
总之，在长距离运输时，有许多无法
预料的情况发生。“由于人们观念的
原因，愿意捐献心脏的供体本来就
不多，有人愿意捐了，却又因为距离
和时间问题不得不放弃移植，真的
特别可惜。”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坦
言。

如何不让“好心”输给时间
去年5月，我省一名12岁男孩在

北京成功“换心”一事引来媒体聚
焦。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焦点便是，
所换心脏来自广西，这颗心脏如何能
在很短的有效时间内从广西运至北
京？答案是：民航提前 15分钟起飞、
北京 120 急救中心用直升机直接将
心脏从机场送到北京安贞医院，经过
4 个多小时爱心接力，这颗救命心脏

跨越 2000 多公里的距离障碍，挽救
了一个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

“如果每一次的长距离运输都能
得到如此大力的支持，那么时间和距
离的问题肯定能够解决。但是，由于
没有形成系统的机制，并不是每一次
遇到运输困难都有法可解。”省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更高层面推
动，他们目前也只能呼吁交管部门及
公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为
这些亟待用于救命的心脏提供运输
便利。

器官捐献，如何不让“好心”输
给时间？其实，在我省 12 岁小男孩
北京成功“换心”事件后，也曾有专
家探讨此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夏学銮就认为，政府可以与民营
企业共同发展空中救援领域，并建
议政府出台一系列法规规范空中救
援行为，包括业务标准和收费标准，
同时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共同服务
于公共事业。

近一个月我省两例心脏捐献都没成功
都是因为需远距离运输耽误有效时间

器官捐献 别让“好心”输给时间
专家建议政府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空中救援领域

本报记者 许 卓
盼 望 着 ，盼 望

着，武汉一名心脏病
人还是没有盼来这
颗救命的心脏；而赣
州南康小伙李干敏
的父母也没能实现
捐献儿子去世后心
脏的愿望。这样因
距离和时间产生的
遗憾，我省近一个月
内就发生了两次。

中俄蒙市长峰会拟11月在铅山举行

“万里茶道第一镇”再起航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沉寂已久的千年

古镇河口，将再现百年前“舟车驰百货，茶楮
走群商”的繁荣盛况。3 月 11 日，记者获悉，
第四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俄蒙市长
峰会拟于 11 月在铅山县举行。届时，“万里
茶道”沿线城市的市长及专家学者将博古论
今，共同谋划“万里茶道”国际旅游黄金带等
合作。作为“万里茶道第一镇”的河口，正在
梳妆打扮迎八方来客。

“万里茶道”是一条始于17世纪、繁荣了
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古商道，从福建武夷山
起，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
蒙古向北延伸，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
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继而通往欧洲和中亚
各国，全长1.3万公里。

与景德镇、樟树和吴城一道被称为江西
四大名镇的铅山河口，则是“万里茶道”水路
的起点。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余悦说，

“万里茶道”的起点武夷山下梅村，翻越分水
关就到了河口。河口镇位于信江边，便捷的
水陆交通使其成为“八省通衢”的物资集散
地。在明清时期，河口就很繁华，茶行林立，
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至今，这里仍保存
有闽赣古道、明清古街、山陕会馆、码头等众
多的茶道遗存。

余悦介绍，本届峰会目前拟定于 10 月
底、11 月初举行。届时，“万里茶道”沿线数
十个城市的市长，将围绕加强文化、旅游、经
贸等合作进行交流，重点就打造“万里茶道”
国际旅游黄金带及“万里茶道”申遗等具体
事宜进行磋商。

据了解，铅山县正加紧“梳妆打扮”，打
响“万里茶道第一镇”旅游品牌。目前，当地
正修复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河口明清古街，
再现明清时期“九弄十三街”的历史风貌。
同时，当地也希望借此次峰会时机，让曾经
辉煌数百年的“河红茶”重新复兴。

部分高校发布考研调剂信息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2015 年考研“国

家线”日前公布，考研调剂工作 3 月 18 日启
动。3月11日，记者获悉，我省已有部分高校
公布了考研调剂信息。

3 月 10 日，考研学子翘首企盼的“国家
线”出炉。与去年相比，含我省在内的A类考
区学术型有 6 个专业分数线有所降低，幅度
在5至15分。据悉，为方便考生调剂，3月18
日至4月30日，教育部将在“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开通“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
务系统”，符合条件且有调剂愿望的考生可
及时上网按要求申请调剂。

3 月 11 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江西师
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南昌
航空大学等高校已公布考研调剂信息。

首家外商独资影院落户赣州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3月11日，记

者获悉，由香港日活企业有限公司投资的希
界维影城有限公司近日正式落户赣州章贡
区。据悉，这是我省首家外商独资电影院，
该影城总投资为900万美元。

香港日活企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获得港澳
服务提供者资格的公司，该公司投资900万美
元在赣州市设立赣州希界维影城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电影院经营。该项目的引进标志着
我省对外开放的领域进一步拓宽，也将极大
满足赣州市日益增长的电影文化需求。

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根据 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香港服
务提供者可以在我省设立电影院。赣州希
界维影城是首家依据CEPA协议在我省设立
独资电影院的港澳服务提供者，也是首家在
我省设立法人企业的外商投资电影院。

@江西省凤凰沟景区：想看樱花
不用“打飞的”去武大啦！3 月 18 日，
第八届南昌樱花节正式开幕，活动将
持续近 2 个月。凤凰沟樱花谷 600 余
亩花海等你来品赏。樱雨寻踪日，梦
回凤凰沟。这个春天，让樱花花海带
给你最独家的记忆吧。

凤凰沟花海等你品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