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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程祥云不断继承和

发扬传统酿酒技艺，形成了独特

的 安 宁 烧 酒“ 川 法 小 曲 固 态 发

酵”酿酒技术和生产工艺。

（A4版）

一辈子，只酿安宁美酒

近年来，为激发市民的爱国

热情，四川省峨眉山市持续深入

地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为将峨眉山市的发展推向

新阶段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B2版）

回眸初心故事
凝聚爱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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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聚焦关键时期全国防汛抗洪工作

防汛救灾要筑牢责任堤坝
王浩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地区降水

总量多、局部地区强度大，数百条河

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南等地出

现多起山洪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

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防汛已进入关键时期。各

地各部门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战洪

魔，千方百计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 汛情严峻
长 江 流 域 遭 受 严 重 洪

涝灾害

“暴雨不停地下，圩堤一晚上出

现七八个泡泉，眼看撑不住，全村劳

力都冲上去堵，才保了下来。”江西

省鄱阳县古县渡镇马埠村村党支部

书记汪日明说。

连续经历了近十天的强降雨，

鄱阳县险情不断。截至 12日 15 时，

全县共发生险情 209 处，其中鄱阳

镇问桂道圩、昌洲乡中洲圩相继出

现漫决，数十个村庄被淹。目前，该

县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Ⅰ级，数

千人正沿湖集结，与肆虐的洪魔展

开护堤大决战。

在湖南，6月 28日以来的降雨，

已导致洞庭湖区、沅水干支流、湘江

和资江部分支流 42站水位超警戒，

常德、岳阳、邵阳、张家界等地受灾

严重。

在江苏，入梅以来的8轮强降雨

导致全省平均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

1倍，叠加上游来水和天文大潮等因

素影响，境内长江、水阳江、苏南运

河、秦淮河、太湖、石臼湖等河湖水

位已持续超警戒。

12 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

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Ⅱ级。

国家减灾委秘书长、应急管理

部副部长郑国光介绍，6月以来，长

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 1961 年以来

最多，有 433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的洪水，当前汛情主要集中在长江

流域和太湖流域。西南等地发生多

起山洪地质灾害，部分省区中小水

库、中小河流堤防发生险情。

据最新监测，全国有 27 个省区

市 3873 万人次受灾，造成人员死亡

失踪141人，倒塌房屋2.9万间。

尤其近几日，一些河流站点出

现超过 1998 年洪水的水位，让人担

心是否会再现类似1998年的灾情？

对此，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回

应说，目前鄱阳湖部分站点水位超

过 1998 年，但长江中下游干流主要

控制站点的水位仍低于1998年。

“从气象角度来说，目前出现与

1998年相似的持续两个月集中降水

的可能性不大。”郑国光强调，近年

来我国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建设，防

汛指挥调度机制逐步完善，防洪抢

险的能力也比以前大大增强。

◆ 勇于担当
各 地 各 部 门 有 力 有 序

抢险救援

“当时感觉身体已经没了知觉，

只能任洪水摆布，如果不是村干部

及时来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

回想起几天前在洪水里获救的一

幕，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泸溪县兴隆场镇居民谭竹枝仍心有

余悸。

8 日，泸溪县普降大到暴雨，白

羊溪乡河面短短 4小时内涨幅达到

7.85 米。正在白羊溪乡赶集的谭竹

枝被积水困在农贸市场，前来引导百

姓撤离的乡长谭永攀知道后，立即安

排三名年轻干部下水搜救。不顾汹涌

的洪水，他们苦苦搜索近半个小时

后，终于在市场一处铁栏杆旁找到谭

竹枝并成功将其安全转移。

疫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

洪水面前，各地干部群众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响了防汛救

灾的攻坚战——

江西省已于 11 日 10 时将防汛

II 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I 级。截至 12

日，该省已投入抗洪抢险的人力超

过 7 万人，平均每公里堤防巡查人

数 29 人，投入车辆、装备、救生衣 2

万余台（套）件。

鉴于洞庭湖水位全面超警，湖

南省多地闻“汛”而动，每日近20万

干部群众在千里水线上巡查防守，

紧急转移群众 25.3 万人次，及时处

置 了 108 处 滑 坡 、管 涌 、散 浸 等

险情。

江苏省12日 16时起，提升江苏

长江、太湖地区的防汛应急响应至

II 级，做好长江洲滩人员撤离转移

各项应急准备。目前全省超警戒河

湖沿线地方政府共组织 5万余人巡

堤查险……

面对严峻汛情，各部门压实责

任，全力以赴抢险救灾。

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部

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率领

的国家防总工作组日前在江西省鄱

阳县、余干县，现场检查指导鄱阳湖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据悉，国家防总已增派6个部级

工作组，由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

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部

委负责同志带队，分赴江西、安徽、

湖南、湖北、江苏、浙江、重庆等7个

重点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1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江

西、安徽、湖北、湖南、重庆五省（市）

紧急拨付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6

亿元。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向江西省紧

急组织调拨5000床毛毯、5000床毛

巾 被 、5000 张 折 叠 床 和 2000 顶

帐篷。

应急响应级别提升后，水利部

进一步加密水情监测和滚动预报频

次，每天不定期进行会商研判，加大

对长江、太湖流域的防汛指导力度，

并聚焦超标洪水、水库失事、山洪灾

害三大风险组织分析研判，科学调

度水工程，共拦蓄洪水 532 亿立

方米。

主汛期以来，自然资源部强化

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成功避让

地质灾害128起，应急避险5055人；

中国气象局严密监测各种灾害性天

气过程，每天滚动会商天气，6月以

来，连续40天发布暴雨预警……

紧要时刻，方显责任担当。一座

座防洪堤坝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不舍昼夜巡查排险，正是危难面前

兑现“以人民为中心”承诺的生动

体现。

◆ 共护家园
众志成城抢险救灾

在鄱阳县江家岭村抗洪一线，

一支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的“阿姨

团”干活格外卖力。干不了扛沙袋的

重活，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

她们就协助巡护。

村民余风英是这支“阿姨团”的

队长，“我们之前都是一起跳广场舞

的‘舞友’，洪水来了，看到这么多救

援人员来帮我们修圩堤，我们也要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沿江沿湖

的防汛堤坝上，来自社会各界的援

助温暖着灾区人民的心，共同筑成

防汛抗洪坚不可摧的屏障。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

你回家支援。”

7 月 10 日，江西九江市柴桑区

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出一封动员

外出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家

书”后，数千名在外的江洲人纷纷响

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江洲镇

团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家乡抗洪

尽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

程局迅速从江西南昌、江苏常州、福

建厦门调集 400 余名抢险人员、52

台套装备星夜驰援鄱阳县抗洪。

钱塘江流域启动防汛Ⅰ级应急

响应后，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密切关

注流域内电网和汛情信息，积极组

织抢修力量，防范重要设备停电事

故的发生，及时拉停隐患电力设备，

最大限度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由于连续强降雨，湖北省洪湖

市万全镇洪善村地势低洼的邹家垸

300多亩水稻被淹了。11日上午，村

党支部书记平成旭现场查灾后，发

现仍有挽回的希望。村民们立即开

展生产自救——向峰口镇交管站借

来一部大型水泵，又出动 2 台中型

抽水机，经过连续 12 个小时的抢

排，300多亩水稻终于露出了水面。

统计显示，截至 6月底，全国累

计 120 余支社会应急力量、3500 余

名救援队员以及大量城乡社区应急

志愿者，参与了广西、湖南、重庆等

地暴雨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和台风

“鹦鹉”防御工作，为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华社 胡璐 刘夏村 吴锺昊 周
楠 陈尚营 侯文坤 沈汝发 张玉洁）

防汛救灾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

线 防 汛 干 部 常 说 防 汛 是“ 天 大 的

事”，要敢担“天大的责”。当前，已进

入防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

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

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

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尽最大努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越是紧要关头，越要绷紧弦、挑

重担。今年以来全国累积降水量比

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降雨集中，局

部地区受灾严重。近期南方大部地

区仍有强降雨，据预报下一步雨区

会北抬。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

防汛将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预

报预警是“耳目”，各地各部门严阵

以待，气象水文部门全天候值守、滚

动预报，为准确决策争取时间；堤防

大坝是第一道防线，各地充实巡堤

队伍，加密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隐患

排查风险；水工程调度是防汛“硬

招”，水利部门专班作业，应急部门

提前部署人员物资，科学调度，减轻

防汛压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各部

门各司其职，全力应对洪水带来的

严峻考验。

做好今年防汛工作，不能有丝

毫放松。从年度洪涝灾害直接经济

损失占当年 GDP 比例看，这一数值

从 1998 年的 3.27%下降到最近 10 年

的 0.4%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这 些 年 来 我 国 在 防 汛 救 灾 方 面 取

得的成绩。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城

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洪涝灾害的冲击力和致灾性更大。

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与 南 方 汛 情 交 织

下，保江河安澜，对保障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防汛救灾关键是要“坚

决落实责任制”，筑牢防汛的责任

堤坝。

筑牢责任堤坝，要克服麻痹侥

幸心理。压实各方责任，各级防汛责

任人要下沉一线。环环相扣的“防汛

链”离不开层层压实的“责任链”，

测、报、防、救，任何一项“技防”都离

不开“人防”。历史经验表明，责任到

位就能使工作到位，就能打好防汛

主动战。入汛之初，国家防总就通报

了全国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

水利部门逐级公布了水库大坝安全

责任人名单，开展干部汛前培训，从

中央到地方，责任层层传导。相关责

任人不仅要挂名更要担责，提升履

责能力，以万全准备之“不变”应洪

涝灾害之“万变”。

筑牢责任堤坝，要坚持人民至

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防汛救灾责

任履行到不到位，要看能不能将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贯彻始终。因

此，各项工作开展需要充分考虑汛

情变量，多想一步，做好预案。比如

水库泄洪既要考虑上游来水，更要

考虑下游承载力，调度再精细些，

预警再及时些。在城镇易涝地段，

如何保障居民生产生活出行安全？

组织群众转移时，如何确保老弱病

残能及时撤出？当前正是决战脱贫

攻坚之际，深度贫困地区大多地处

山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多发，扶

贫干部更要肩扛双责，既要促脱贫

又要防洪灾。

勇担防汛之责，不仅仅在汛期，

更要贯穿于长远发展之中。从控制

洪水到管理洪水，防汛救灾理念在

变。这要求各地在推动城镇建设、产

业发展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

注重自然规律。河道、滩地、湖泊等

是洪水天然的调蓄池和滞留区，坚

持新发展理念，实现人水和谐，才是

管理洪水的治本之策，更是为子孙

后代负责的务实之举。

支教民警支招防溺水

近年来，江苏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移民

管理局定点扶贫任务，对口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

峒镇，通过产业、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全向发力。针对暑

期多地发生学生溺亡事件，为提高学生防溺水意识，江苏南京港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支教民警容炀在独峒镇的八协风雨桥河边，为八协小

学学生现场教授防溺水安全急救知识和技能，以提高孩子们的安全

意识和自救能力。 贾子扬 章善玉 摄

“刚性”课时！劳动教育
成为“硬核”要求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记者

胡浩）记者15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

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加快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劳动教

育目标框架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主

要内容和具体要求等。

指导纲要要求，将劳动教育纳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丰富、拓展劳动教

育实施途径。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

育必修课程。中小学劳动教育课平均

每周不少于 1课时。职业院校开设劳

动专题教育必修课，不少于16学时。

普通高等学校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主要依托的课

程，可在已有课程中专设劳动教育模

块，也可专门开设劳动专题教育必修

课，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

在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的同时，

指导纲要强调劳动教育途径要注重

课内外结合，要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

排劳动实践。中小学每周课外活动和

家庭生活中的劳动时间，小学 1 至 2

年级不少于 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

3小时；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要

明确生活中的劳动事项和时间，纳入

学生日常管理。

“劳动素养将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介

绍，要依据劳动教育目标，制定劳动素

养评价标准，注重对学生劳动素养形

成和发展情况的测评分析，将平时表

现评价、学段综合评价和学生劳动素

养监测区别开来，分别提出相应要求。

同时，要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改进评价方式手段。

国家网信办启动
2020“清朗”未成年人
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

新华社北京 7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2020 年暑

期在即，为给广大未成年人营造健康

的上网环境，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

好，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 2个

月的“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将重点整治学习教育类网站平台

和其他网站的网课学习板块的生态

问题，深入清理网站平台少儿、动画、

动漫等频道的不良动画动漫产品，严

厉打击直播、短视频、即时通讯工具

和论坛社区环节存在的涉未成年人

有害信息，从严整治青少年常用的浏

览器、输入法等工具类应用程序恶意

弹窗问题，严格管控诱导未成年人无

底线追星、拜金炫富等存在价值导向

问题的不良信息和行为，集中整治网

络游戏平台实名制和防沉迷措施落

实不到位、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等

问题，持续大力净化网络环境。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我

国未成年人网民数量与占比持续上

升，对网络内容监督管理、家庭上网

教育、互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还需社会各界共同

关注和参与。欢迎广大网民、媒体和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举报，为广大

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