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分析

记者手记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
者叶昊鸣）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
获悉，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
的4个工作组正在湖南、江西、广
西、贵州等地抗洪一线开展抗洪抢
险救灾工作。湖南省湘江株洲市
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段堤防发生
决口后，即增派1个工作组赶赴现
场指导抢险。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湖南、江
西、广西、贵州等地多条河流发生
超警洪水，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
灾害。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工作组每到一处都详细了解当
地洪涝灾害应对工作，督促抓好堤
防巡查、监测预报预警、工程防守、
人员转移避险、抢险救援组织、受
灾群众安置等关键环节工作，全力
避免人员伤亡，尽最大努力减轻灾

害损失。
据了解，赴湖南的2个工作组

在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湘
江河堤溃口和衡阳市衡东县霞流
镇河堤决口现场，协助指导抢险救
援工作；在抢险一线召开调度会，
针对确保群众和铁路干线防洪安
全提出具体要求，在集中安置点看
望慰问受灾群众。

赴江西工作组在新余市、宜
春市、鹰潭市查看工程险点、防洪
设施、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
水位河段巡查防守情况，徒步查
看抚州市临川区、金溪县抗洪一
线村镇内涝、农田受淹、村民转移
安置情况。工作组要求继续加强
高水位堤防巡查防守、强化救灾
救助、做好下一轮强降雨防范应
对工作。

赴广西工作组深入柳州市、梧
州市了解人员伤亡、群众安置、房
屋倒损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损情
况，实地查看城市防洪工程、地质
灾害隐患点治理和避险处置情况
以及柳江洪峰过境防守情况；在梧
州市深入苍梧县六堡镇了解“6·
26”洪涝灾害情况。工作组就防范
应对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提出进一步强化措施。

赴贵州工作组在遵义市、铜仁
市、黔东南州实地了解人员受灾、
基础设施损毁和防洪设施运行等
情况，深入灾区一线查看地质灾害
现场、城市内涝、农田受损等情
况。工作组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
门座谈交流，了解当前灾情和抗灾
救灾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抗
洪抢险救灾提出意见建议。

河堤内的洪水水位正在逐渐
下降，刘汉碧带着13岁的小孩，躺
在安置点的席子上，期待着早日回
家打扫卫生。

两天前，汹涌的洪水，冲垮了
湘江支流洣水衡东县段的两处堤
岸。刘汉碧的房子就在决口附近，
整整淹掉了一层楼。救援人员开
船，把她和其他村民一起从洪水中
营救出来，转移到位于霞流镇大村
湾学校的安置点。

崭新的帐篷、干净的被子、甜
甜的八宝粥、小朋友喜欢的乳酸菌
饮料……记者12日在这个安置点
看到，一堆堆救援物资码放整齐，
几个小朋友正在玩耍。

“有饭吃，有水喝，日常生活
用品都有，还有医生看病。”刘汉
碧告诉记者，“这里的志愿者服
务很周到，很热情，除了送水送
饭，还给老弱病残喂药，给我们
点蚊香。”

据初步统计，作为湖南这一
轮洪水的重灾区，衡东县紧急转
移安置了26162人。当地政府在
每个受灾的乡镇都设立了安置

点，镇村干部、志愿者组成的服
务团队24小时驻守，全方位照顾
受灾群众。

据记者了解，大村湾学校安置
点收留了来自附近好几个村的转
移群众，三层楼都住满了，每天还
有一两百人过来领盒饭、饮用水等
物资。

除了政府设立的集中安置点，
一些热心村民把自己的家也变成
了“安置点”。

新塘镇石杨村，离洣水河堤不
远。9日早上，洪水越涨越高，村子
里大片农田被淹，眼看房子也要进
水。房子地势较高的8组村民曹小
珍，跑向低洼处的邻居家，一边帮
大家往楼上搬东西，一边挨家挨户
劝说有水淹风险的邻居转移到自
己家去。

把十几个邻居转移到自家
后，买米、买肉、买蜡烛，收拾床
铺、沙发，洗碗筷、擦饭桌……丈
夫不在身边的她，抓紧时间把家
里收拾一番，俨然是一个临时“安
置点”。

烧火、洗菜、炒菜……到了饭

点，她给邻居们做起了饭菜。两张
桌子，几个家常菜，十几个转移而
来的受灾村民，借着烛光，吃起了
热腾腾的饭菜。

“小珍婶婶太热心了，又管吃
又管住。”村民谭广娜感动得哭了。

“我做这些再正常不过，因为
我的老房子也遭过洪灾，是邻居
们伸出了援手。”曹小珍说，1994
年当地曾遭遇特大洪灾，家里的
土砖房倒塌了，自己就是借住在
邻居家。

记者走访发现，群众自发建起
的“安置点”还有很多。

离开大村湾安置点时，霞流
镇妇联主席向桂平，正带着志愿
者在清点安置人数，梳理哪些群
众准备返回家中，还需要哪些后
续帮助。

从政府集中安置到群众自发
“安置”，从盒饭到“烛光晚餐”，不
同的是形式，相同的是温情。

这种温情，抚慰了洪水中的乡
邻，延续了人间大爱……

(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 记
者阳建)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5个工作组
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抗洪抢险救灾

不同的安置，相同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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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 日
前，全国多地进入强降雨过程，为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减少暴雨洪
灾带来的国家财产损失，各地积极
采取措施，全力防汛抗洪。

记者从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水利、气
象等多部门 12日联合会商认为，
7 月 12 日—15 日，安徽省主雨带
维持在沿江江南，与前期降雨区
叠加，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
是入汛以来最严峻的一次降雨过
程，防汛形势严峻。会商要求，要
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防范，

盯紧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水库、中
小河流、长江干堤等重点部位；要
严格执行江河湖库巡堤查险制
度，统筹防汛抢险救援专业力量
和社会力量，保证险情早发现、早
报告、早处置。会后，安徽省防办
派出 3个工作组分赴黄山、宣城、
池州、安庆等强降雨影响区检查
督导防汛抗洪工作。

记者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受到暴雨影响，截至7月 12日
上午8点，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湖
南省11个市州81个县市区325万
余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7

人。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财
政厅紧急下拨省级救灾资金2000
万元，会同粮食储备局迅速调拨棉
被 1700 床、帐篷 120 顶，折叠床
1600 张等救灾物资。根据需要，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拨冲锋
舟42艘，大功率排水车10台次驰
援灾区；协调调动武警、消防等救
援力量共出动510人。

据贵州省气象局提供的监测
数据显示，7月11日7时至12日7
时，全省 2 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
（大方县百里杜鹃 114.5 毫米、红
花岗区忠庄 105.2 毫米），23 县域

内的 126个观测站出现暴雨，559
个观测站出现大雨。强降雨主要
出现在遵义市中南部、铜仁市南
部、毕节市东北部、贵阳市大部、
黔东南州北部。12 日，贵阳市受
暴雨影响，城区多个路段出现道
路积水情况，城市交通受到影
响。交警、路政等部门工作人员
冒雨进行紧急处理，截至记者发
稿时，仍有个别路段积水较深，
通行困难。据贵州高速公路路况
信息显示，12日，贵州遵义市、黔
东南、黔西南、黔南等地高速公
路的部分路段发生山体滑坡、路

基垮塌、隧道积水等情况，导致
交通通行受阻。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今年7—8月，预计辽宁省平
均降水量为360—393毫米，较常年
同期（328毫米）偏多一至二成。辽
河、大凌河、浑河、太子河等河流干
流可能发生洪水。为应对汛期，辽
宁省已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储备各
类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4.24亿元，
在汛前完成了205处水毁工程修复
和应急度汛工程建设；6月派出14
个督查组，对各地防汛抗旱准备工
作进行督查。

6月以来南方地区强降雨天气
频繁，部分区域平均降水量为历年
同期最多。但未来一周南方地区还
将连续出现两次强降雨过程。南方
降雨何时休？记者 11 日采访了中
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

方翀介绍，主汛期以来（6 月 1
日至7月9日），我国主雨带持续徘
徊在江南至华南北部一带，造成南
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达到 7
次。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及广西
北部等地区域平均降水量为 476.3
毫米，比常年同期 315.4 毫米偏多
51%，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湖南中部、江西中部、福建西北部等
地偏多1至2倍。

一是强降雨区域稳定，湖南中
南部、江西中北部、广西北部、福建
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等地暴雨日数
有2至3天，湖南衡阳和株洲，广西
桂林等地连续2天出现大暴雨。

二是累计雨量大，贵州南部、广
西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
和东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及广东
东部等地累计降雨100至250毫米，
部分地区300至450毫米，桂林局地
604毫米。

三是日雨量破极值多，23个县
（市）日降雨量突破当地7月历史极
值，湖南衡山、江西宜春及广西灵川
等6个县（市）日降雨量破当地建站

以来历史极值。
四是超警戒水位河流多，江西

宜春、抚州，湖南衡阳、株洲，广西
桂林等多地遭受洪涝灾害，广西、
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 8
省区10日9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
上洪水。

中央气象台预计，7 月 12 日至
16日，南方地区将连续出现两次强
降雨过程，贵州、广西、湖南、湖北、
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南
部、湖南中部、安徽南部、江西中北
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暴雨。

方翀表示，17 日，江南大部及
广西地区降雨减弱，安徽南部、江
苏南部等地仍有暴雨，之后转为高
温少雨天气。随着雨带逐渐北抬，
之后华北、黄淮地区的雨量相对会
增多。

专家提醒，未来一周虽雨带位
置有所摆动，但强降雨仍位于湖南、
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地，尤其
12日至16日强降雨区与7日至9日
强降雨过程重叠，部分地区已遭受
洪涝等灾害。相关地区需注意防范
持续强降雨和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
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和山洪地
质灾害。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多地迎来强降雨

全国各地全力防汛抗洪

南方降雨何时休？

➡7月9日无人机拍摄的湖南省衡阳
市衡东县被洪水围困的村庄。 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萍乡市东门小桥背，救援
人员在转移受困群众。 新华社发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
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将对参与
售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有记者问：美国日前宣布了价值约22.2亿美
元的售台武器计划。有消息称中方将对相关美国
企业进行制裁，你能否证实？

耿爽说，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
安全。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中方将对参与此次售
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外交部回应美涉南海仲裁案裁决三周年表态：

双重标准、霸权逻辑、虚伪丑陋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温馨）针对美

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就南海仲裁案裁决三周年发
声，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表示，美方的荒诞言
行显示的是双重标准、霸权逻辑和虚伪丑陋。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11日
在记者会上提及7月12日是南海仲裁案裁决三
周年，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在内的国际法解决领土和海洋问题。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关于
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方已多次表明立场。所谓仲
裁庭设立本身就不具合法性，其越权审理并作出的
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不接受，也不承认。

他说，美方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却整天把公约挂在嘴边，用公约来要
求其他国家。美方自己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却不断利用这一平台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手画
脚、说三道四、横加干涉。美方自己单方面退出了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却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
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全面协议的执行情况。

“你不觉得美方的言行有些太荒诞了吗？如
果你仔细审视这种荒诞，你会发现双重标准、霸权
逻辑和虚伪丑陋。”耿爽说。

外交部：

强烈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12日表示，中方对加拿大官员近来屡
次就孟晚舟事件和中加关系发表错误言论表示强
烈不满，强烈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立场，立即释
放孟晚舟女士，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据报道，加拿大外长弗里兰近日接受采访称，
加方遵守法治原则，依据加美引渡条约逮捕孟晚
舟，其中不存在政治干预，她对当前加中关系面临
困难感到痛心，但百分之百确信加方作出了正确
决定。她还声称，加前总理克雷蒂安关于加司法
部长终止对孟晚舟案引渡审理的提议是错误的。

耿爽在12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
中方对加官员近来屡次就孟晚舟事件和中加关系发
表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
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
条约，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是对中国公民
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耿爽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加国内不少有识之
士就此发表了客观公正的言论，但加方置若罔闻，
执意坚持错误立场。“我们强烈敦促加方认真对待
中方严正立场，纠正错误，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国台办评蔡英文“过境”美国：

挟洋自重、错判形势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

光12日就蔡英文“过境”美国应询表示，蔡英文及民
进党当局为一党、一己之私，企图借外部势力挑战一
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从中谋取政治
利益。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民众安
危福祉，挟洋自重，甘当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棋
子，更是错判形势，背离民心，难逃被唾弃的下场。

外交部发言人：

反对美方利用宗教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美方利用宗
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要求美方客观公正看待中
国和其他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10日称，美是全世
界“自由的灯塔”，美政府一直就全球宗教自由公
开发声。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一个部长级会议，
将“解决在中国和遍及全世界的这些问题”。

耿爽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说，美国号称自己是
全世界“自由的灯塔”，但这灯塔似乎不怎么亮了；
美国号称要解决中国和全世界的问题，但这似乎
有点大言不惭。美国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
授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水平。美国还是
先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再说。

“至于美方将于下周举办所谓‘促进宗教自
由’部长级会议，我想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利
用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我们要求美方尊重事
实、摒弃偏见，客观公正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宗
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多做有利于促进中
美关系发展的事情，多做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友
好的事情。”耿爽说。

7月1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工作人员在洪水退去后的街道开展
防疫消毒工作。 新华社发（夏文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