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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6 月 25
日，记者获悉，我省紧急发布汛期旅
游安全提示，要求全省各地各旅游
企业高度重视汛期旅游安全工作。
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我省多地景
区临时关闭。

据悉，此次连续暴雨降水过程，
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特别是赣
北地区九江、景德镇、上饶出现大面
积降雨，目前我省临时关闭的景区
主要集中在这3个设区市。

24日的暴雨造成上饶市10个县
（市、区）96个乡镇受灾，该市临时关
闭所有山岳型、涉水景区景点，其他
景区景点视灾情关闭。上饶同时要
求各地必须及时撤离游客及相关工
作人员，实时监控景区内可能出现
的灾害情况，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

息和出游提示。
据悉，暴雨造成婺源县部分古

村落被大水包围，众多明清古建筑
被浸泡受损严重。所幸婺源23日已
发布通告，关闭了所有景区，及时疏
散游客，景区目前没有游客滞留。
据介绍，当日18时，婺源县城区域水
位开始下降，但防汛工作一刻也不
敢懈怠。

24 日，全省点最大降雨的前三
名全部出现在修水县，达到特大暴
雨级别。修水县东浒寨等景区紧急
临时关闭。当日9时，景德镇市水文
局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昌江干
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瑶里风景
名胜区等景区临时关停营业。

记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宜
春大部分景区暂停接游。此外，武

功山、龙虎山等景区也先后暂停营
业，游客汛期请勿前往。记者获悉，
目前因为汛情而暂时关停的景区景
点还在增加中。

24 日，我省紧急发布汛期旅游
安全提示，要求涉旅部门加强对景
区防汛的督促检查，迅速开展景区
防汛大检查，督促景区加强巡查，发
现隐患，及时报告，必要时采取坚决
措施关闭景区。同时，要求景区和
旅游企业加强汛期旅游风险提示，
旅行社在组团接团时要关注气象情
况，提前选择好路线，规避汛期安全
风险。此外，我省各级旅游管理部
门将加强值班，旅游安全工作人员
24 小时保持手机联络畅通，一旦发
生旅游安全事故，确保能紧急行动，
快速处置。

我省多地景区临时关闭

大水无情，危难之际，很多一线
抢险人物让我们心生敬意。

洪水侵袭浯口镇，乐平水务局
农水科副科长孙东平留下“忠孝难
两全”的遗憾。6 月 25 日 6 时，他接
到父亲病逝的消息时，正在潭溪渡
村、西湖联圩等点来回奔波做抗洪
技术指导。

25日凌晨1时，孙东平和镇村干
部忙着为闸口上挡板。闸口外乐安
河水位不断上涨，闸口内水不断渗

溢，情况紧急。
此时，他的妹妺和妻子不时来

电话催孙东平赶去为父送终。顶着
巨大的压力，他毅然决定坚守一
线。西湖联圩涵管破裂，洪水开始
渗透，千钧一发。

孙东平说，面对洪水，坚守在一
线是对至爱父亲最真情的告慰。

25 日，乐平城区一场婚礼正在
隆重举行。但对新郎新娘而言，这
场婚礼多少让他们感到美中不足。
原来，操持婚礼的父亲因忙于抗洪
缺席了。黄进忠是新郎的父亲，浯
口镇常务副镇长。缺席儿子的婚

宴，黄进忠觉得万分内疚。如果不
是要奋战在一线，作为父亲为儿子
张罗婚礼，与亲家见面，都是可以尽
情享受的天伦之乐。

25日6时，乐平市镇桥镇干部华
小石、李文秋及村民李圣勤在对联
圩排查时，发现镇桥联圩樟树下村
地段提灌站涵管有问题，险情紧急。

接到报告后，当地组织镇村干
部、水务局技术人员、民兵及村民
100多人迅速行动，及时调动 2台挖
掘机、2500 个编织袋带、沙石、木桩
及泥土等防汛物资。连续奋战两个
多小时，及时消除隐患。

6月 23日 16时至 24日 16时，上
饶市平均降雨量70.1毫米，最大是婺
源县 179.6毫米，站点最大降雨为婺
源县思口镇思口站206.0毫米……

一段时间内，婺源县境内有 36
个站点累计雨量超 50毫米，强降雨
导致多个村庄被淹，对农业、交通等
基础设施受损害。

该县气象部门加密与省、市气
象台会商对接，及时向全县群众发
布预警信息。同时，突出重点区域
巡查，落实“查全、查细、查实”要求，
落实 24小时巡逻查险排险机制，增
强防守力量，加大查险排险频次和
力度，备足抢险应急物资；突出应急
值班值守，严格实行由领导带班的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指令和信息

畅通。
同时，该县提前做好地质灾害

点、危房、低洼地带、水库山塘下游
危险地带人员转移撤离准备，确保

安全；对已受灾群众，及时组织力
量，以最快速度转移至安全地带。
截至 6月 24日 24时，全县共转移群
众4.96万人。

本报讯 （记者游静）6 月 25 日
12时，南昌铁路局在京九线孔垄至
南昌、武九线、昌九城际、铜九线、皖
赣线等线路区段已启动防洪 III 级
应急响应的基础上，新增管内沪昆
线、京九线南昌至吉安、吉衡线、昌
福线南昌至建宁、鹰厦线鹰潭至邵
武、峰福线永平至建阳和沪昆高铁、
合福高铁上饶至建瓯西等线路区
段，启动防洪 III级应急响应。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 月 23 日
佳木斯始发 K1548/5 次、6 月 24 日

北京西始发 Z59/8 次、洛阳始发
K32/29 次、重庆北始发 K806/3 次
共 4 趟列车，到鹰潭站将改经鹰厦
线、外南线迂回运行至南平南后，
恢复原径路到福州；途经南昌铁路
局管内运行的 4 趟列车停运；该局
管内部分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情况。

此外，南昌铁路局组织人员加
强巡查值守，加大排查力度，加强隧
道进出口、长大路堑地段等防洪薄
弱处所的安全防范。

6 月 25 日下午，乐平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一片忙碌，大屏幕闪烁的
水情雨情实时监测数据牵动着大家
的心。该市领导和防汛相关部门负
责人在屏幕前研究应对策略。工作
人员来回走动，接电话、传文件，一
项项指令快速传达……

“水位终于缓慢下降，这是防洪
最关键的时候。”乐平市防汛办相关
负责人说，这个晚上将是不眠之夜。

乐安河水位缓降
22日至25日，乐平市出现强降

雨过程。同时德兴、婺源降雨量也
非常大，受此影响，乐安河水位迅速
上涨，堤防、水库、城镇防洪压力不
断增加。

监测显示，22 日 8 时至 25 日 8
时，乐平降雨量 124.3毫米，城区降
雨量137.9毫米；25日10时，虎山水
文站水位29.64米，超警戒水位3.64
米；当地一大型水库水位离警戒线
只有0.93米。

应急响应级别一升再升，从 23
日 19 时的防汛 III 级响应，到 24 日
12时的防汛 II级应急响应，再到 24
日22时的防汛 I级响应。

据不完全统计，强降雨期间，该
市有18乡（镇、街道）受灾。截至25
日11时，该市受灾人口达52800人，
9 个乡镇 52个自然村进水，陆续转
移681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158公
顷，倒塌房屋 12 间，直接经济总损
失 5877万元。该市抓住河道、水库
以及地质灾害等主要防御重点，全
城动员、全民参与、全力抢救，目前
未发生人员伤亡等事件。

24日早上至25日早上，乐安河

水位上涨了约 4 米。25日下午，洪
峰缓缓通过乐安河虎山站。洪峰通
过时，乐安河水位30米，超警戒线4
米，为5年来最高水位。19时，水位
降至29.83米。

在现场，记者看到，当地干群组
成巡查队沿堤脚拉网式拨弄脚下每
一寸土地。巡查队员说：“尽管水位
缓慢回落，但不能掉以轻心，24 小
时巡堤制度需严格执行。”

两艘船卡在大桥边
24日19时到25日晚，乐平出现

险情3起，基本得到控制。
25 日 5 时许，两艘淘金船在韩

家渡大桥上游两公里处被洪水冲
散。这些船沿乐安河顺流而下，卡
在韩家渡大桥桥边，桥梁受损，其中
一艘淘金船的履带已冲上桥面，船
上无人员，。

此时，距韩家渡大桥上游数百
米处，还有三艘船向大桥方向缓慢
漂移。

救援人员与专家、当地有经验
的船工讨论，同意采取切割、牵引
方式排除险情，即一方面利用重型
挖机、牵引机、铁索等逆向拉引船
体，减轻船只对大桥的冲击力、拱
力，力争逐步拉引船体向岸边移
动，另一方面对部分被卡住的船体
进行切割，避免船对桥体的进一步
损坏。据悉，卡在主桥体的两艘
船已被逆向拉引，有效实现船体
对大桥的进一步损坏和冲击。

此外，为避免滞留该桥上游数
百米处的三艘船在水位进一步抬
高的情况下发生抛锚漂移，冲撞大
桥，乐平果断采取措施，将两艘较
易移动的运力船牵安全引至回水
湾，将难以移动的采砂船通过铁索
牵引固定。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连日
来，南昌市普降大暴雨，城区多处出
现汛情。6月 23日 18时，南昌市城
管委防汛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管委防汛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决决
定立即启动防汛四级预案定立即启动防汛四级预案，，对桥梁对桥梁、、
隧道隧道、、路灯等市政设施重点加强巡路灯等市政设施重点加强巡
查查，，要求各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必须
赴一线指挥，按各自工作职责和应
急预案认真抓好落实。

据介绍，为确保所辖隧道、
地下人行通道、道路等设施汛
期安全完好，南昌市政工程管
理处实行24小时监控值班，全

力保障对人员、防汛材料、机
械、设备的有效调度。从 23 日

起，该处全体干部职工 300 多人在
全市疏导交通，排除积水，完成清掏
面积 5000多平方米，对抽水泵接口
进行了更新处理。在暴雨集中时，
滕王阁隧道曾出现短暂少量积水情
况，该处及时处置。目前，该处所辖
隧道、地下人行通道设施运行正常，

市管道路无明显积水。
在强降雨期间，南昌市大桥管理

处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派员打开雨水
井盖加快排水。同时，加大巡查频
次，不间断派员上桥巡查排水、积水
情况和大桥设施运行状况，对易涝、
易积水点位派员疏通。目前，所辖市
区内跨江大桥交通安全顺畅有序。

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南昌市
火车站广场管理处启动防汛应急预
案，储备防汛物资。截至 24 日，该
处已对各类排水管网进行了疏通清
掏淤泥，雨量增大时，及时关停电
梯，预防旅客滞留引发踩踏事故。

另悉，24 日 12 时，青山湖七孔
闸已开启五孔闸门排水，青山湖水
位降至 18.85米以增大库容。23日
至 24日，青山湖风景区管理处安排
80余名工作人员上路巡查，清理打
捞湖面垃圾 5 吨，出动装载车清理
倒伏断头柳树等乔木 7 棵，清理断
落树枝3车。

南昌市区跨江大桥无恙

乐安河水位一日内猛涨4米 乐平52个自然村被淹

好险，卡在桥边的两艘“脱缰”船被拉住了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程维力

▲6月24日，婺源县秋口镇王村，洪水涌进月亮湾茶叶合作社厂房，价值
800余万元的成品新茶“泡汤”。 通讯员 张卫国摄

两艘船被逆向拉引两艘船被逆向拉引。。 记者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摄

南铁启动防洪III级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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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一线 显真我风采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程维力

本报记者 吕玉玺

▲6月24日，村民在加固永
修县永丰垦殖场桥头圩。据了
解，该圩堤紧邻京九线，一旦出
现险情，将对京九线构成威胁。

通讯员 郑文斌摄

▲▲涵洞穿孔涵洞穿孔，，乐平市镇桥镇干部群众紧急抢险乐平市镇桥镇干部群众紧急抢险。。 通讯员 彭声泉彭声泉摄

科学防汛 保群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