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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风会不会登陆？

王志华说，今年以来，西北太
平洋及南海共有2个热带气旋生
成，其中1个登陆我国，均较历史
同期偏少。

2号台风“鹦鹉”6月14日在
广东阳江登陆，是今年以来我国
首个登陆台风，生命期较短、强度
较弱。

他说，预计“七下八上”期间，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
台风个数为3至4个，较常年同期
（5个）略偏少，台风活动从7月下
旬后期开始活跃。登陆我国的台
风个数为2至3个，较常年同期（2
个）略偏多。

台风路径以西北行为主。华
南和东南沿海要做好防台风各项
准备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高敬）

鄱阳湖情况如何？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杨军
介绍，近期鄱阳湖连续遭受强降水
袭击，造成了鄱阳湖多处决堤。监
测显示，7月14日6时，鄱阳湖主体
及附近水域面积达 4403 平方公
里，较历史同期平均值（3510平方
公里）偏大2.5成。鄱阳县昌江和
潼津河、千秋河区圩堤决口导致耕
地和村庄大面积被淹。

他表示，根据卫星连续监测，
近日鄱阳湖地区的强降水逐渐弱
化，水位正逐渐下降。但是未来长
江上游仍有强降水过程，长江九江
段水位将持续超警，对鄱阳湖水位
具有顶托作用，延缓退水速度，相
关圩堤仍面临较大压力。建议保
持鄱阳湖周边圩堤巡查力度，加强
圩堤除险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鄱
阳湖周边需要加强险情的排除，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七下八上”雨情汛情如何？

王志华介绍，预计“七下八上”
期间（7月16日-8月15日），我国降
水总体呈现“北多南少”空间分布。

我国东部主雨带呈现明显阶段
性变化特征，7月下旬至8月上旬，
主雨带将北抬至黄淮、华北至东北
中南部地区。

这一期间，多雨区主要位于东
北大部、华北、黄淮、江汉、西南地区
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中北部、东南
沿海等地，其中华北东部、黄淮东
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
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偏多
2至5成。内蒙古东北部、江南中西
部偏少2至5成。

他表示，“七下八上”期间，需加
强淮河流域北部、黄河中下游、海河
流域、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防汛
工作；加强西南地区北部和西北地
区东部及南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

南方暴雨有多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
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王志华说，6月
以来（截至7月14日）我国总体偏涝，
全国平均降雨量为172.7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12.1%。

一是暴雨过程多，持续时间长。6
月以来，南方地区出现7次大范围强降
雨过程，64%的县（市）出现暴雨天气。

二是雨区重叠度高，累积雨量大。
湖北、重庆降雨量为历史同期最多，安
徽、贵州为历史同期第二多，江西、浙
江、江苏为历史同期第三多。

三是单日雨量大，极端性强。有
10县（市）日雨量突破历史极值，52县
（市）突破当月历史极值。

四是部分流域降雨明显偏多。6
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量410.4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多48.3%，为1961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黄河流域降雨量也
比常年偏多。

强降雨持续到何时？

中央气象台台长王建捷说，15
日至16日长江流域还会出现降水，
与前期7月4日至10日的降雨过程
相比降雨强度减弱。

17日至20日，将有新一轮较
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主要出现在
18日至19日。

长江流域出现自西向东的过程
性降水，影响范围比较大，还会涉及
江淮、黄淮等区域，带来暴雨或局部
大暴雨。

她说，未来10天，长江上游和
淮河流域降水比较频繁，长江沿江
和两湖出现汛情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降水的影响，在川渝陕甘交界处、淮
河流域要注意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
的洪涝气象风险。

王建捷介绍，7月20日以后，
雨区北移，长江中下游强降水趋于
结束。

设施恢复怎样？安置保障如何？是否影响脱贫？
——洪涝之下民生保障观察

面对灾情，各地采取一人一策等举
措，认真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7月11日，记者见到安徽省东至县
洋湖镇迭山村贫困户彭良海时，他正盘
算着如何抢种木耳。几天前，一场大水
把他种植的木耳一冲而散。好在专家
上门，为贫困户恢复生产提供帮扶。

洋湖镇科技特派员闻祥俊来到彭
良海的木耳培养棚里，指导他加大大

棚周边深沟排水，并教他撒石灰粉给
大棚消毒杀菌，“趁着天好，你们赶紧
抢时制袋、接种。”

“从头再来，还有机会。”彭良海对
灾后恢复生产充满信心。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房屋倒
塌、农田损毁，给不少困难群众的生产
生活带来影响。广西阳朔县阳朔镇帮
扶干部对各自帮扶对象受灾情况进行
详细摸底，一同开展生产、生活自救，

帮助销售农产品，减轻灾后损失，确保
全面小康路上贫困户不因洪灾影响而
掉队。

7月14日，正在查看到户扶贫项目
进展的汤诚说，该村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的西瓜销售遇阻，他和村干部开展爱心
帮扶，已帮销2万多斤，“防汛和扶贫都
要抓，一个都不能落下。”

（据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记者
姜刚 陈尚营 陈诺 刘方强）

一手抓应急抢险，一手抓救灾安
置。受灾群众的吃、住等基本生活保
障，是各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点。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黑沙
洲、天然洲等江心洲周边江水超出保证
水位。从7月7日上午开始，鸠江区迅
速组织江心洲群众撤离，至7月8日下
午5时，必须撤离的1610名群众全部安
全撤离，其中集中安置402人。六洲中
学是江心洲居民撤离后的主要安置点，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挨个房

间发放生活用品。
“床、被子、洗漱用品、蚊香都

有。”70岁的黑沙洲居民艾全政告诉
记者，他和老伴、女儿一家三口于 7
月 7日下午住进安置点，感觉生活保
障等很到位，“吃住都很好，政府想得
很细很周到。”

应安置尽安置，不让一个受灾群众
流离失所。

7月9日早上，江西省鄱阳县桂湖
村500多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到小学集中

安置。为了让村民能喝到热水，工作人
员临时搭建开水房。

为做好抗洪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
工作，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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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向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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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我国
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导致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损
毁，恢复情况备受关注。

“我们加紧恢复生产，目
前日供水达到5000吨，全镇
饮用水供应已完全恢复。”安
徽省东至县龙泉镇龙门自来
水厂厂长王永奎说。

地处长江和鄱阳湖中心
地段的东至县，接连迎来强降
雨，龙泉镇的集镇街道受洪水
淹没两天，这家镇里唯一的自
来水厂进水一度停产，超过两
万人饮水受到影响。

停水期间，当地镇村干部
挨家挨户送上瓶装饮用水，帮
助群众渡过缺水难关。水退
之后，工作人员抓紧检修设
备，停水后第三天一大早，龙
泉镇“来水了”。

不仅供水，通信网络基础
设施也承受较大压力。据中
国移动湖北公司统计，6月27

日至7月14日12时，强降雨
累计造成湖北6200个基站停
电、5027个基站退服、254处
光缆受损。湖北移动及时调
集通信保障队伍、车辆及装备
物资奔赴一线，累计抢通基站
4979个，抢通中断光缆237.2
公里。

电力线路发生故障、道路
桥梁因灾损毁……面对洪涝
灾害，各地应急救援力量及时
出动，确保城市正常运行。

7 月 7 日，安徽省歙县
遭遇数十年一遇的洪涝灾
害，多处严重积水、道路受
阻，部分地区停电。应急、
供电等部门人员立即奋战
在抢修一线。

“目前，城区交通、电力已
基本恢复。”歙县应急管理局
局长张卫国说，灾害发生后，
该县共调配本地和其他区县
应急救援力量 18 支 500 余
人，抢修水毁道路81处。

入汛以来，多地
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据监测，全国有27个
省区市3873万人次
受灾。

灾害发生以来，
各地水、电、路等受损
基础设施恢复得怎样
了？受灾群众的吃、
住等基本生活保障是
否正常？如何防止因
灾致贫返贫？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深入基
层一线进行采访。

南方暴雨何时停南方暴雨何时停
““七下八上七下八上””咋度汛咋度汛

———近期五大天气热点问答—近期五大天气热点问答

14日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再次遭遇强降雨。南方暴雨什么时候停？“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雨情如何？中国
气象局15日举行汛期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天气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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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出动 力保设施快速恢复 转移安置 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一人一策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在安徽省芜湖市一小学安置点，志愿者在辅导小朋友写暑假作业。新华社发在江西省九江市登上渡轮转移的部分居民正在挥手，暂别家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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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赛事组委会：

撤销“小学生研究癌症
论文”一等奖

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记者岳冉冉 庞明
广）近日，昆明市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以“C10orf67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项目
获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小学组三等
奖引发关注。15日，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通报称，决定撤销该
项目所获的“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项目（小学组）一等奖”。

通报称，专家组认为：项目研究报告具有较
高的专业性和学术水平，但其附件支撑材料和调
查走访发现的新情况新材料不能充分证明作者
独立完成该项目报告的整体设计和撰写。

专家组认定：项目研究报告的专业程度超出
了作者认知水平和写作能力，项目研究报告不可
能由作者本人独立撰写。根据以上情况，评委会
建议：该项目研究报告文本撰写不符合《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规则（2018年修订）》评审原则第
三条：“项目研究报告必须是作者本人撰写”之规
定，撤销该项目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果项目（小学组）一等奖奖项。

大赛组委会根据评委会建议，决定撤销该项
目第34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小学
组）一等奖奖项，收回奖牌和证书。

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奖遭质疑

大赛组委会：
已成立调查组核查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张泉）近日，
关于质疑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个别获奖作品
的网络报道引发社会关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15日发表声明表示，对此
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调查工作组进行核查。

声明表示，将责成并督导相关省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组织单位对有关情况进行全面认真核
查，并对相关调查进展做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如发现违反大赛规则问题，将
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声明称，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大赛评审
规则与程序，强化监管机制，更好引导和规范青少
年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事件回放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以

“C10orf67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
研究”项目，参加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并获奖，引发社会关注。

小学生家长研究方向与学生参
赛项目几乎完全一致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官网显示，此次引
起关注的这名小学生就读于昆明市某小学六年
级，参赛项目简介称：利用了高原适应与肿瘤细胞
适应的相似性，项目前期利用遗传学比较分析了
高原家养哺乳动物和对应平原物种的基因组和转
录组，发现了关键突变基因C10orf67，并构建了
C10orf67基因敲除小鼠……

云南一名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这名小学生的参赛项目至少要硕士研究生以上水
平才能独立操作，“很明显，六年级学生是无法独
自完成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7月13日发表
声明称，获奖学生系该所研究员之子。记者查询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官网发现，这位家长
的研究方向与参赛项目几乎完全一致。

“神童”获奖并非个例，这些奖
是如何评出来的？

记者查阅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历年获奖
名单发现，类似的“高大上”中小学生研究项目不
在少数。比如，有两名小学生凭借《茶多酚的抗肿
瘤实验研究》项目获得小学组三等奖。该项目简
介中称，用绿茶提取物中茶多酚的主要成分EGCG
作为受试药物，研究其在裸鼠肝脏肿瘤疾病模型
中的体内药效。资料显示，两名参赛学生当时分
别就读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

“小鼠成果没有几年不可能完成。”昆明市某
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

对于评审专家为何没能发现一些参赛作品明
显超出了中小学生知识能力范围，赛事组织方没
有正面回答，仅称“我们也提倡高校院所对青少年
进行支持，大手拉小手，会对青少年有所启发”。

家长为何热衷让孩子参赛？

为什么许多家长热衷于帮助孩子参加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甚至不惜动用各种资源拿奖？

记者调查发现，在教育部取消各类竞赛的高
考加分之前，在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部分科
技类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可以在高考中获得加分。
与竞争激烈的学科竞赛相比，科技创新类大赛难
度相对较低。

昆明市某中学王老师告诉记者，教育部已全
面取消了各类竞赛高考加分，今年高校自主招生
也取消了。“即便不能直接加分或参加自主招生，
把获奖经历写进档案里也更好看。另外，当前很
多学生出国留学，国外学校尤其重视素质教育，这
些奖项在申请时可以成为履历上漂亮的一笔。”

（据新华社昆明7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