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因持续强降雨，贵阳

市部分地方发生内涝、低洼地段房

屋被淹，群众被困洪水中，幸得消

防员及时解救。

6 月 14 日 07 时 08 分，息烽大

山沟民进水泥厂 5 人被洪水围困。

龙泉大道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 6

名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 消防员到

达现场后，利用防坠落装备工具组

对被困人员进行施救。 经过近半个

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救出 5 名被

困群众。

6 月 14 日 9 时 39 分， 长岭南

路消防救援站接到贵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指挥中心调度命令称：观

山湖区新阳关老街发生洪涝灾

害， 有一名 70 岁老人被困家中。

长岭南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

前往处置。

10 时 05 分，消防员到达现场，

经现场询问得知老人所在位置，随

即利用橡皮艇顺利将老人救出。

目前，贵阳消防应急救援支队

的救援行动还在持续中，消防员正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贵阳：成功救出5名被困群众

6 月 13 日 9 时 40 分， 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九溪村因

昨夜突降大雨， 导致 5 人被困屋

内，无法撤离转移。 接到报警后，西

秀区消防大队新安大道消防站立

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现场洪水已将房屋完全包围，

需要涉水 50 余米才能到达被困人

家。 被困房屋中的夫妻 2 人带有 3

个孩子，已被困 5个小时之久。

了解现场情况后， 两名水性好

的队员作为突击队员利用橡皮艇

开展救援，一名队员对周围安全隐

患进行观察，两名队员在路边辅助

牵引船艇。

来到被困人员楼下后，父母带

着孩子从楼上下来，消防员在两名

大人的协助下，先为 3 名小孩穿上

救生衣，将他们抱到橡皮艇上。 随

后， 孩子的父母穿戴好救生衣后，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 坐上橡皮艇，

在岸边消防员的协助下，20 分钟

后，5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张鹏 于天欣）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先后发生

8 次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共出现特

大暴雨 8站次、大暴雨 238站次、暴

雨 2293站次,� 5条河流 7站次先后

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全省多地遭

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本周，强降

雨天气还将持续……

面对灾情，我省消防官兵始终

冲在抢险救援一线， 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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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4日，贵阳市委副

书记、市长陈晏赴清镇市、经开区、

南明区、云岩区检查全市防汛工作，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抓好防汛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副市长冉斌， 市政府秘书长许

俊松参加。

当天， 陈晏首先来到清镇市老

马河， 实地查看防汛措施落实情况，

叮嘱相关负责人要严阵以待，及时了

解水位变化情况， 超前做好防范措

施。 在席关水库，陈晏要求相关负责

人密切关注雨情发展变化，妥善调控

水位，确保绝对安全。随后，陈晏来到

阿哈水库大坝，要求有关责任单位要

坚守岗位，强化值守，严防事故发生。

在贵阳水文站水位监测点，陈晏要求

气象、 水文部门要密切监视天气变

化，畅通沟通衔接联动机制，形成合

力全面做好防汛工作。在贯城河分洪

隧洞入口，陈晏强调要加强对城市排

水管网、城区河道等巡查排查，抓好

城市河道安全保障，严防持续降雨造

成大面积城市内涝。

陈晏在检查中强调，当前，全市

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全市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省、市决策部署上来，立即进

入战斗状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

大灾，全力以赴扎实抓好防汛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要强化汛期风险防范意

识，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进一步紧

张起来、行动起来，依法防控、科学防

控、群防群控，确保全市安全度汛。要

坚持底线思维，加强汛情研判，突出

抓好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坚决做好

超标洪水、山洪等地质灾害预测预报

预警，超前做好疏散避险、应急治理

等工作，一旦发生险情，及时转移和

安置危险地区群众，严防发生次生灾

害，杜绝发生群死群伤事件。 要坚决

抓好城镇防洪排涝工作，加强巡查排

查，严格落实低洼易涝等重点区域防

洪措施， 有效处置城市内涝等问题。

要把防汛和抗旱、防汛与治水结合起

来，健全完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和协

调机制， 科学合理调配各水库水量，

在确保汛期安全前提下，有力保障农

业生产和城乡用水供应安全。要严明

工作纪律，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

预案，建立群防群治责任体系，形成

防汛工作合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云岩区、南明区、清镇市、经开

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扎实抓好防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陈晏在检查全市防汛工作时强调

连日强降雨，导致贵州省六盘

水市多地发生内涝，6 月 14 日，当

地消防官兵多次奔赴现场，成功营

救 12名被困人员。

当日凌晨 4 时 53 分， 位于六

枝特区交通东路的碧桂园对面有 4

名群众被困。 4 时 59 分，六盘水市

消防救援支队六枝大队团结路消

防站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经侦查，4

名被困人员家住一楼，其中有 2 名

孩子。 救援站分队长袁康与二班副

班长徐雄主动请缨，穿好水域救生

衣，携带救援工具，果断顺着绳子

跳入湍急的水流中，背上被困人员

移动至安全区域。

9 时 18 分，六枝特区第二小学

家属楼 3 人被困。 接警后，六枝团

结路消防站出动 1 车 7 人前往处

置，利用皮划艇顺利将 3 名被困人

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同日 7 时 24 分， 六盘水市消

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人民

路电厂小区因暴雨导致内涝，有人

员被困。 接警后，钟山大队人民中

路消防站出动 2 车 8 人前往处置。

7 时 32 分， 救援人员抵达电厂小

区， 现场路面已经完全被积水淹

没，经了解，现场有 5 名人员被困，

其中两个学生一名老人。 经过 20

余分钟的救援，顺利将 5 名被困人

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高松 张梦麟 陈治湘）

6 月 12 日 10 时至 13 日凌晨，

贵州沿河自治县因暴雨袭击，造成

多地内涝。 沿河消防从凌晨 3点酣

战到正午 12 时，共营救被困人员 9

人，疏散群众 42人，运水运物 20余

件套。

6 月 13 日凌晨 3 时许，沿河县

长征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和

平街道八一农贸市场发生内涝，数

十家店铺面临被淹的危险。 接到警

情后，该站立即出动 1 个抢险救援

编队前往排涝。 在现场，消防救援

人员“利用丁字镐、撬棍等工具翻

起下水道 2处井盖，成功排涝。

4 时 43 分， 沿河消防救援人

员才刚刚排除内涝， 再次接到报

警：黑水镇龙堡村被淹，大量人员

被困。 接到警情后，该站消防救援

人员再次挺进洪涝现场。 此时，整

个龙堡村大量人员被困， 消防救

援人员立即穿戴好水域救援防护

装备， 驾驶皮皮划艇， 携带救生

衣、漂浮绳、救生圈等装备下水搜

救被困人员。

搜救途中消防救援人员通过

询问政府驻村干部群众受困情况

和喊话的方式搜救被困人员，利用

皮筏艇和水域救援装备成功营救 9

名、转移 38 名被困人员。 由于被洪

水围困时间长，又处于断水断电状

态， 导致该村村民生活物资紧缺。

消防救援人员承担起运送生活物

资任务，运送生活物资 20 余箱，并

协助供电部门对被水围困的变压

器断阀，排除险情。

10 时 9 分， 消防救援人员接

到任务，位于黑水镇龙堡村五公里

外的新群村有 4 人被洪水围困二

楼，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携带相关救

援装备赶赴受灾现场，并利用皮筏

艇成功将 4 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

全地带。 （张鹏 熊高祥 袁航）

强降雨持续！ 直击抢险救援一线

六盘水：12名被困群众获救

铜仁：营救9人疏散42人

安顺：一家 5口被困 消防紧急营救

消防官兵利用皮划艇将 5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消防官兵涉水救出被困老人

“还好有你们在！”

正安县碧峰镇抗洪抢险见闻：

6月 12 日凌晨， 一场特大暴雨降

临正安县碧峰镇。 当日，碧峰镇降雨量

达 265.1 毫米， 小时雨强达 163.3 毫

米， 这是贵州省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

的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碧峰镇受灾严重， 牵挂着无数人

的心，一批批救援队伍、爱心物资迅速

抵达灾区， 各级各有关部门加紧搜救

失联人员、安抚受灾群众……

2013 年投入运行的碧峰镇敬老

院，是全镇 38位老人的家园。

敬老院管理人员贺勇回忆，11 日

半夜开始，碧峰镇就一直在下雨，两点

左右，雨势不见小，越下越大。 贺勇十

分担心一楼行动不便的 9 位老人的安

全。 贺勇立马起身到一楼查看情况。

“不好！ ” 贺勇一看，敬老院的院

坝里，已经积蓄了一尺高的水。 看着越

下越大的雨， 贺勇赶紧号召其他身体

较为康健的老人， 帮忙将一楼的老人

转移到二楼。 在贺勇和老人们的通力

合作下，6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安全转移

到二楼。

同时，贺勇拨通了碧峰镇民政办、

敬老院负责人张波的电话。“还有三个

老人没有转移，其中一个聋哑老人！ 怎

么办是好？ ”看着滚滚洪流，贺勇心急

如焚。 接到电话赶来的张波第一句话

是“人怎么样？ ”

“现在水太深，又很急，一楼还有

三个老人，我下不去！ ”

“用床单缠成绳子，放到一楼去！

拼尽全力都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

绳子做好了， 可老人们被困在了

房间里面，无法抓住救生绳。

就在最危急的时刻， 雨势小了一

些，敬老院漫出的水往下降了一些。 抓

紧时间救人！ 在众人的合力下，三位老

人终于安全转移。

从受灾以来，碧峰镇变得“忙碌”

了起来。

一波接一波的救援队伍、 一批又

一批的爱心人士和救援物资先后抵达

碧峰镇。

在救援现场， 消防部门统一调度

到场救援力量，通过以房找人、以痕迹

找人、 以知情群众找人、 以无人机找

人、以手机定位找人、发动群众沿河岸

搜救找人等战术措施， 开展人员搜救

和疏散，并承担起灾害现场清淤、现场

照明、通信保障等任务。 碧峰镇的 200

余名干部职工、教师、医务工作者，也和

碧峰镇村民们一起，投入到紧张的灾后

自救、清淤过程中。

该县全县总动员， 救援力量紧急

赶赴现场，配合当地政府，助力灾区群

众生产自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截至 13 日

下午 5 时， 碧峰镇收到了贵州省财政

厅、 省应急厅紧急下拨的省级自然灾

害生活补助资金， 用于帮助支持灾区

做好受灾民众转移安置等应急救灾工

作，保障受灾民众基本生活；共收到来

自正安县各科局、 社会爱心组织及爱

心人士等捐赠的价值近 40 万元的救

灾物资和各类生活物资。

“还好有你们在，灾后重建家园，

我们才有信心。”村民徐盛辉向忙着清

淤的挖掘机师傅递过一瓶水， 表达着

自己的感谢。 ■杨媛媛

老人们安全了

“有你们，我们才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