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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至 7 月中旬，暴雨长时间盘踞四川盆地附
近，导致四川省北部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两
倍以上。嘉陵江、白龙江等水位高涨，汹涌而来的洪水一
路侵袭至下游市县。7 月 9 日至 12 日，一条雨带形成并

“滞留”陕西省，全省24条河流39站出现洪峰82次，9条
河流超警戒、4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渭河、汉江干流分别
形成今年第一号洪水……四川、陕西干部群众提前准备、
及时预警、科学研判，一一化解暴雨洪涝灾害带来的各种
难题，为防洪抗灾提供了新的宝贵经验。

暴雨来临前应“有备无患”

密切关注灾害性天气过程对重点
流域、重点地区、重点对象的成灾风
险，依照“属地管理、分级发布”的机
制，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信号，为防汛
工作标出重点

该如何尽可能避免暴雨给居民带来的财产损失甚至
生命安全威胁？首要工作在暴雨来临前。

“雨下了整整一晚，我一宿都没敢睡，这辈子还没见过
这么大的雨！”回想7月10日晚，那场下个没完的暴雨，陕
西省汉中市略阳县62岁的老人陈建学心有余悸。

突如其来的暴雨，随即引发略阳县山洪、滑坡、泥
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同时受上游来水影响，县城大面
积进水，中心城区水深接近 1 米，低洼地带水深超过 2
米。全县21个区域自动站有20站雨量超过暴雨量级，1
站达到大暴雨量级，多站 48 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

“你好，这里是略阳县气象局，目前我县九中金、五龙
洞降雨量已达到50毫米，请你们安排群众马上转移。”略
阳县气象局局长王浩强在指挥值班员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后拨通了县防汛办的电话。

强降雨从黑夜持续到白天，略阳县徐家坪镇青岗坪
村党支部书记秦守财手机里的气象预警信息就没断过，

“正是气象部门准确的预报和及时发送的预警指令给村
干部提供了有益参考，才能带着群众一起抢搬物资，转移
到安全地带”。

面对今年严峻复杂的气象形势，陕西省各级气象部
门早在4月初就陆续开展汛前检查工作，密切关注灾害
性天气过程对重点流域、重点地区、重点对象的成灾风
险，精心研判灾害性天气的具体落区、量级和影响地区，
并及时向水利、国土和农业农村等部门通报，提请尽早加
强防范气象灾害和次生及衍生灾害。

“过去，我们的天气预报只能显示风向、风速，最高温
和最低温等一些简单信息，现在通过多元观测资料和高
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发展基于位置的智能网格预报，使得
气象服务更加精细，预报要素也已扩展到19项。”陕西省
气象台台长王建鹏告诉记者，天气预报的空间分辨率已
扩大至3公里，时间分辨率达到逐小时甚至分钟级播报
……相继投入使用的一批智能化预报新系统、新技术，都
在汛期施展拳脚。

无独有偶，自2017年汛期以来，四川省精细化格点
预报平台开始运行，灾害性天气短时临近预报业务系统
等在各地得到本地化应用，预报技术研发工作持续推进。

“报得细”“报得准”，成为赢得各级联动部门信任的关键。
在四川广元，暴雨提前精准播报也起到了良好的预警

作用。从7月9日起，新一轮强降雨威胁广元，市气象局进
入暴雨应急响应状态。依照“属地管理、分级发布”的机制，
各县气象局根据降雨落区情况，发布相应级别的预警信
号，为防汛工作标出重点。市气象台，预报员们牢牢盯住雷

达回波图，并汇总各方搜集到的雨情水情信息。气象部门
灵活运用电视、微博、微信、短信、广播、大喇叭、电子显示
屏等手段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力求精准播报。

两天后，暴雨“如约”而至。相关部门通过预报的强
度、范围、大小顺利指挥了整个防汛抗洪工作的具体任
务。各类信息快速传递给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地带，努力
做到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得快、收得到、用得上。至此，广
元市气象局局长邓小林已在岗位上连续坚守了80多个
小时。“降水量级持续加大，面对灾害天气一定要提前避
让，特别是暴雨势头较猛的青川县、剑阁县，地势本就低
洼，必须加强天气监测预警及市县互动，为防汛工作打好
提前量。”邓小林说。

预警发出后需及时响应

气象信息员覆盖到村，全体干部
责任到人，深入威胁区群众家中逐户
疏散并统一安排车辆送至集中安置点

暴雨预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报，但灾害真正到来
之时，当地众多村庄和山里的居民缺乏相应知识和心理准
备，在紧急撤离中会出现慌乱等意外情况。该采取何种措
施，尽力帮助居民逐户疏散，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暴雨时期，专业人员逐点提出险情预防和排检治
理方案，为减少灾害损失作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广元市一直处于
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多发区。为此，广元市青川县乐安寺乡
通坝后山里地质滑坡点也在2013年7月被国土部门确
定为国家级重点监测区域。

7月10日，乐安寺普降暴雨，雨量超过警戒线，地灾
点出现隐情。经乡党委研判，立即启动防汛三级应急预
案，同时开启广播及时播报雨量、河水上涨情况、转移路
线和安置地点等。“地质灾害监测鉴定人员24小时不间
断值班值守，乡地灾防治办公室及时将监测数据汇总分
析并绘制后山里地质灾害点监测位移走向图，通报村委
会，做好撤离准备。”乐安寺乡乡长唐天云说。

有了专业人员逐点提出险情预防和排检治理方案，乐
安寺的防洪警报得以及时拉响。全体干部及民兵队伍36人
开展紧急撤离工作，根据实际人员名单，责任到人，深入威
胁区群众家中逐户疏散，统一安排车辆送至集中安置点。

气象信息员覆盖到村，也在关键时刻帮助广大群众
提升了灾害自救互救能力，收到了良好效果。

与7月10日夜间开始的稳定性降水不同，13日夜间
到14日凌晨的暴雨预测对预报员来说，难度不小。极端
天气的短临预报，仍属世界性难题。汉中市气象台台长张
小峰参与了略阳这两轮降雨过程的指导预报，他表示，后
面这次降水属于局地强对流天气，下暴雨的同时还伴有
雷电，影响区域小更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磨坝村、五龙洞镇便是这次天气过程中受影响的“局
地”。7月14日2时18分，略阳县发布历史上第一个暴雨
红色预警。该县兴州街道办党委书记徐桂明很快看到了
这条红色预警短信。当时，他正和同事刚刚给25个行政
联络点、166个涉河工程和重要地质灾害联络点逐一打
电话，确保雨情信息通知到位。

预警信息中特别提到了马蹄湾，徐桂明随即判断，下
游的磨坝村可能有危险。由各村中青年男性组成的应急
抢险小分队立马出动，第一批 20 多辆车从各处同时出
发，直奔村子。

气象站数据显示，14日五龙洞镇3小时降雨量达到
了133.7毫米。可暴雨来的又大又急，通讯信号曾一度中
断，五龙洞镇成了一座“孤岛”，镇党委书记侯涛没能收到
这次的红色预警信息，“我们镇上一共有5061个村民，村
干部只有40多人。通讯信号一断，要做到挨家挨户通知
到位，村干部们就必须和暴雨抢时间”。

好在通讯中断前的一个多小时，侯涛已给县防汛指
挥部打电话汇报了镇上情况，并得知预警等级可能提高。
在前期排查中，五龙洞镇一共有49户171人住在有风险
隐患的房屋里，侯涛怎么也放心不下。凌晨时分，全面疏
散行动展开。

“村里人的电话打不通，村干部只能一户一户敲门告
知村民。”跟着雨情信息第一时间行动的还有五龙洞镇中
坝村党支部书记向德明，同时也是一名气象信息员，“我
拿起锣子就在村口击打通传，还得及时监测河道水位，随
时准备撤离群众”。

“这些气象信息员覆盖到村，同时我们还与国土部门
合作选拔了一批滑坡隐患点监测员，能帮助群众提升灾
害自救互救能力，在今年几次大暴雨过程中略阳无一人
伤亡，效果明显。”王浩强说。

目前，略阳县共有1238名气象信息员，500名滑坡

隐患点监测员，他们定期接受培训，肩负起传递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上报灾害信息的重要职责，筑牢防汛抗洪工作
的基层防线。侯涛还打算，下一步让村里每户都安装一个
小型无线终端，类似传呼机的设备，这样在通讯中断，全
镇停电的情况下也可以把预警信息准确地传达到每个
村民。

科学研判有效化解危机

面对干部群众的疑惑，气象部门
只有给出坚决而肯定的答复，才能让
多数人在灾害面前打消侥幸的念头，
而事实也证明了气象部门的前期预判

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送抵各个相关部门后，防汛、交通、
公安等部门闻声而动，但基层干部的工作仍然面临阻力。

广元市昭化区便是这其中的“老大难”。该区尚未设
立气象局，还有留宿的游客。“水还没到脚脖子，和前几天
下暴雨时差不多。大家都觉得水不会再涨高了。”70岁的
王锡友是经历过1981年洪水的老人。自6月下旬以来，
昭化区已下过两次暴雨，每次干部们总会提醒大家做好
撤离准备，这多少让人有点“狼来了”的感觉。

一轮又一轮强降雨带来的隐患不仅是自然的，还有
心理的。一方面，河流水位高涨，土壤含水量饱和，出现次
生灾害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已经下了
几场雨，再下雨还能那么大？这种疑问不仅村民有，邓小
林参加防汛会议时，也曾有人向他发问。

“气象部门只有给出坚决而肯定的答复，才能让多数
人在灾害面前打消侥幸的念头。”邓小林说。

6月初，四川省气候中心经科学研判作出预测，因副热
带高压强大且西伸明显，雨带将被阻塞在四川盆地西部以
及西北地区东部。6月21日，市气象局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
门报送的《重要天气趋势预报》也明确指出，该市将进入多
雨时段，可能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

就在白龙江上游的昭化区，建有总库容25.5亿立方
米的宝珠寺水电站。早在 6 月 20 日的市政府工作会议
上，市防办就根据天气趋势预测信息，建议宝珠寺水电站
以及嘉陵江上的亭子口水电站提前采取泄洪措施，腾出
库容，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洪水。

该建议的提出引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广元市从
2017年底以来，降水偏少，部分地区出现旱情。此时腾空
水库，如果后续降雨未如预期那般大，将会造成巨大损失。

当水电站工作人员将问题抛出时，邓小林坚定地说，
不仅广元本地会出现持续性降雨，根据与相邻省、市气象
部门的会商，6月下旬，白龙江、嘉陵江上游地区也会有
持续降雨天气，河流来水偏多。在两者的叠加影响下，提
前腾空库容十分必要。

事实证明了气象部门的前期预判。在川陕甘相邻区
域，多条河流超出警戒水位。以青川县为例，6月26日至
7月16日这20多天内，累计降雨量达到773.6毫米，比常
年同期偏多3.9倍。

“作为陕西省防汛重点县和地质灾害多发县，6月下
旬以来，略阳县累计降雨量是历年同期的4.5倍，这导致
当地新增了许多滑坡点，再次发生滑坡及崩塌可能性增
大。”王浩强说，气象部门已联合地方国土部门及时排查
既有和新增滑坡点隐患。

剑阁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白可也表示，受6月底至7
月初多次强降雨影响，当地新增1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并且部分隐患点山体有变形加剧趋势。目前，县里已抽
调专人成立了22个排查小组，有针对性地对57个乡镇
片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并进行初步治理，以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精准预警研判 科学防汛救灾
——川陕两省应对暴雨洪涝新机制和新经验调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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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6日至7月16日，四川广元

青川县累计降雨量达到773.6毫米，

比常年同期偏多3.9倍。6月下旬以

来，陕西省略阳县累计降雨量是历

年同期的4.5倍。7月 9日至12日，

陕西省 24 条河流 39 站出现洪峰 82

次，9条河流超警戒、4条河流超保证

水位……又是一年汛期，面对暴雨

洪涝以及次生地质灾害，如何最大

程度减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

失？近日，记者走进今年受灾较重

的川陕两地调研采访，了解今年两

地在防汛工作中的新做法新探索，

以及为防汛救灾提供的新经验

记者在陕西略阳县通往五龙洞镇的路途上遭遇滑坡灾害，几台大型挖掘机在紧急抢修。

“百年难得一见”“趁夜突
袭”……这样的极端天气现象，
的确给预防和救灾带来相当大
的难度，也容易造成始料不及
的伤亡和损失。但我们仍需反
思：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到公
众，大家的防灾减灾应对能力
仍有提高的空间，不能因为“难
得一见”就放松警惕。

面对来势凶猛的暴雨、雷电
等突发强对流天气，或许现有的
气象预报技术还时常“有心无
力”。但气象部门进一步加强监
测工作和部门联动、上下会商及
区域联防，可以逐步提高监测预
报预警能力。

但在基层，防汛抗洪应急
管理尚不完善，一线救灾人员
无法及时获取准确信息的情况
下，基层干部群众乃至监管部
门的科学减灾意识仍然匮乏，
缺少有效的预防备案来应对突
发灾情。住在陕西略阳县荣程
中学安置点的户小丽一家在经
历此次罕见暴雨天气过程后，
才知道暴雨预警分为蓝色、黄
色、橙色和红色 4 种。但被问
及暴雨来临时的应对措施时，
户小丽仍然一脸茫然。

防汛工作无捷径可走，扎
实备汛，才能把握防汛主动
权。这不仅要求气象部门对汛
期天气气候精准把“脉”，持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准确率，
还要求相关部门密切监视雨水汛情变化，从严从细全面
排查隐患，全力加强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防控，最大限度减
轻灾害风险，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防汛抗洪仍有硬仗要打。雨下到何种程度时应当转
移群众？该去哪些安全地带避险？水电站该何时泄洪？
这是暴雨带给略阳和广元的思考。当然，这些思考同样
适用于全国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能因为“难得一
见”便放松警惕，使得灾害来临时“难以应对”。只有防汛
部门和居民们能多一点防范意识，多一些防灾知识，多一
些技术手段，动用一切可行的应对措施直面危机，才能在
灾难面前，真正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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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乐安寺乡通坝后山里国家级地
质滑坡监测区域内的一处监测点。

住在荣程中学安置点的户小丽一家，正与略阳县气
象局局长王浩强（右一）讨论自己所了解的暴雨预警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