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洪涝已致河源
7人死亡1人失联

据新华社电 强降雨导致广东河源市连
平县、龙川县与和平县部分乡镇受灾严重。河
源市政府通报，截至11日10时，已因灾死亡7
人、失联1人，受伤3人。全市受灾人口11万余
人,倒塌房屋956间。

广东省和河源市派出驻军、武警、公安、
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 1000余人在一线抢险
救灾，电信、交通等部门正抢通被毁的通信设
施和道路。

10日下午起，河源全市学校已经停课。
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14日前广东大部

分地区的强降雨将持续，多地仍有暴雨到大
暴雨，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风
险高。

江西省永新县在中乡，救援人员转
移受灾群众（6月9日摄）。 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电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兼应急管
理部副部长叶建春11日表示，主汛期
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今年防汛抗
旱工作面临的形势严峻，保障度汛安
全任务艰巨。

他是 1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作出上述
表示的。

叶建春介绍说，据气象水文预测，
主汛期我国降水总体呈“南多北少”分
布，江淮南部、江南、华南北部较常年
明显偏多，西北东部明显减少。长江中

下游、淮河、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
将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黄河上中游、
淮河南系、第二松花江、辽河等将发生
局地暴雨洪水；华北和西北等地部分
地区可能发生较重夏旱。

他说，全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将
接近常年，强度偏强。此外，主汛期我
国西部山区特别是川滇地震干旱区
可能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重大
灾害风险。

叶建春说，将强化重大风险防
控，科学防御洪水和台风山洪灾害，
并针对重点部位、重要工程、重大险

情，提前预置救援力量，细化救援方
案，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同时，加
强各级政府、部门、军地联防联动，建
立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协调联动机
制，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叶建春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出现
14次区域性强降雨过程。截至 6月 10
日，有22个省份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
害，受灾人口 675万人，比近 5年均值
少48%。

叶建春说，入汛以来，全国累计
降水量达 163 毫米，接近常年同期
（165毫米），降雨分布呈“南北多、中

间少”格局。广西、江西、福建、广东等
地受灾较重。

截至 6月 10日，农作物受灾面积
623千公顷，比近 5年均值少 32%；倒
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5万余间，比近 5
年均值少 79%；直接经济损失约 100
亿元，比近5年均值少41%。

他还说，当前，华北、西北及云南
部分地区土壤不同程度缺墒，但从全
国来说旱情较轻。截至6月初，全国因
旱受灾人口 407万人，比近 5年均值
少 17%；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 640千
公顷，比近五年均值少33%。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
管理厅获悉，截至 6月 10日 22时，强
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导致江西9个
设区市共201.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
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 23.1万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达137.2千公顷，绝收面积
15.6千公顷，倒塌房屋531户1357间，
严重损坏房屋508户1063间。

6月 9日 22时至 6月 10日 22时，
江西有12个县降下大暴雨，有14个县
降下暴雨，主要集中在赣州、吉安区

域。目前，江河方面有4个站超警戒，8
个水库超汛限。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赣州市龙南
县多个乡镇受灾严重。据龙南县水利
局初步统计，截至 11日 10时，当地紧
急转移1.3万余人，房屋倒塌96间，交
通中断79处，塌方151处，累计损毁桥
梁 55座 1394延米，河堤损毁 2457米。
龙南县原报送失联的九连山镇古坑村
村民爷孙3人已确认因山洪暴发洪水
淹没造成死亡，另有杨村镇 3人和九

连山镇1人失联。
针对持续加重的洪涝灾情，江西

全省各级应急救援队伍积极响应转移
救援行动。据初步统计，全省武警部队
出动兵力 241名，解救 47人，转移 418
人；消防救援队伍营救被困人员 927
人、疏散被困人员 2614人；森林防火
等专业队伍共出动88队次、1679人次
参加当地抗洪抢险、转移群众等应急
救援任务；蓝天、雄鹰等社会救援力量
营救被困人员 2318人，疏散被困人员

2873人。
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的折叠床、

棉被、帐篷等救灾物资，已于9日23时
运达江西省救灾物资储备库。根据吉
安市、赣州市灾情和需求，江西省应急
管理厅10日下午向吉安市、赣州市再
调拨一批棉被、折叠床、帐篷等救灾物
资。江西银保监局已启动应急预案，要
求各保险公司及时开展保险查勘定
损，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全力做好灾
后保险理赔工作。

■大海般的热爱
——“中建岛就是我的家，家却成

了永远的故乡”
三级军士长邱华原本想当一名逐

波踏浪、纵横四海的水兵，上岛之初很
失落，想干两年就退伍，谁知这岛一守
就是 20年，成了守卫西沙时间最长的
兵。

“待出感情了，舍不得。中建岛就
是我的家，家却成了永远的故乡。”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老兵舍不得？
“舍不得这片土。”邱华说，最初是

受老班长刘正深的影响。刘正深守岛 8
年，每天都比别人早起，快退伍的时候
起得更早了。离开岛的那一天，他抓了
一把沙，说要珍藏一辈子。

“舍不得这身军装。”和邱华一样，
许多官兵把军装穿成了第二皮肤，真
要脱下来，浑身疼。“今年40岁，西沙20
年，生命的一半穿着军装，难脱下。”邱
华说出了很多人的感受。

“舍不得这里的战友。”曾经，邱华
多位至爱亲人接连遇害、病逝、患重
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组织和战友

一次次帮助我从低谷中站起来，战友
就是我的家人。”

“以岛为家”，绝不只是一句口号。
雷达班班长王超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
岛的情形。接他的老班长赵岩不善言
谈，一路波翻浪卷，快到中建岛的时候
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就要到家了。”

这句话，王超记了5年。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恋着你的每

一粒沙！”官兵们把岛当家来看，更当
家来爱、来建。树多了，路通了，还种上
了菜。雷达分队分队长董威做豆腐是
一绝，“看到大家吃得高兴，最开心”。
王超则对图书室的自制冷饮情有独
钟：“在窗前翻开一本书，抬头看看大
海沙滩，喝上一口冰镇饮料，爽！”

听起来让人感觉是在旅游胜地，
而不是“四高两缺一多”的远海孤岛。
其实，言语之间是以岛为家、乐守天涯
的满满的爱。这爱，就像他们周边的
海，澄澈、宽广、深沉。

■大山般的责任
——“上岛就是上前线，守岛就是

守阵地”
25岁的士官董威和恋人刚分手的

那段时间，后悔、迷茫：“我不明白，跑
到这么远的地方守一个弹丸小岛有什
么意义？”

日出日落，看到战友们一往情深
地守岛建岛，认识到小岛在国家战略
中的重要地位，董威脸红了。“那么大
的一片海，靠我们去守卫，责任多大
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起这份使命
的。”

教导员刘长文介绍，他们每月都
要组织一堂时政课、进行一次战备分
析，每一名战士都明白自己为什么守
岛、为谁而备战，董威的“意义之问”早
已不是问题。

夕阳西下，《中建岛之歌》在这个
南海前哨上空响起：“千里长沙的明
珠，万里海疆的门户。战友们，爱国爱
岛，忠诚魂铸……”这首歌的词作者正
是刘长文。

他的搭档、35岁的营长范期宏在
多个海岛挥洒过青春。烈日下组织训
练的间隙，范期宏告诉记者：“上岛就
是上前线，守岛就是守阵地！每一个中
建人心中都清楚，祖国把这片蓝色国
土交给我们，是信任，是考验，必须不
辱使命。”

为了不辱使命，从上岛那天起，四
级军士长郭丹阳一守就是16年。

“不是没想过离开。”34岁的郭丹
阳面朝大海，“但这里是祖国的南大
门，总要有人来守。”为了这个“守”字，

“十佳天涯哨兵”郭丹阳三推婚期。
说话间，一首歌又响起来：“美丽

的天海间总有刀光剑影……”这是西
沙官兵自发创作的《站在最前沿》，道
出了天涯哨兵枕戈待旦、捍卫国土的
责任担当。

■火炬般的荣誉
——“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续

写荣光是不懈的追求”
在中建岛营区中心的西侧有栋平

房，那是中建岛官兵心中的圣殿——
荣誉室。这里装载着历代中建人奋发
努力的累累硕果，镌刻着中建前辈不
懈奋斗的壮丽篇章。

荣誉室里有一面锦旗，是中建人
恒久的自豪：1982年 8月，中央军委授
予中建岛守备队“爱国爱岛天涯哨兵”
荣誉称号，人民海军历史上有了第一
个被中央军委授称的基层单位。

某连连长宋理想是郑州大学毕业
的国防生，他说，刚上岛，首先被满眼
白的沙滩所震撼，接下来，更被荣誉室
里满眼红的锦旗所震撼。

上士班长李孝龙说：“在中建岛，
维护荣誉就是维护生命，续写荣光是
不懈的追求。”

离开中建岛的前一夜，记者随刘
长文夜巡。对于荣誉，他有更广的理
解，就是世代传承的西沙精神。

“每次巡逻，我总是涌动着一种
豪迈，这就是军人的荣誉感吧。”刘长
文说。

借着皎洁的月光，记者又一次看
到了守岛官兵用海马草种出的巨幅党
旗、国旗和“党辉永耀、祖国万岁”八个
大字。在这遥远的地方，这旗帜格外令
人感动和振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为热爱，更
勇担责任；因为责任，更珍惜荣誉。或
许，这就是中建岛官兵内心世界的精
神动力；或许，这就是“爱国爱岛，乐守
天涯”的西沙精神的永恒内涵。

新华社

爱着你的每一寸海
恋着你的每一粒沙

——探寻海军
西沙中建岛官兵的
精神家园

苍茫南海，中国西沙；晓行海波，夜宿孤岛。从踏上中建岛的第一步

起，记者就被年轻的天涯哨兵那特有的精气神感染着、鼓舞着、激励着。

这里孤悬沧海，高温、高湿、高盐、高日照；这里远离大陆，缺淡水、

缺泥土、多台风。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持着年轻的官兵以苦为乐，以

岛为家，把“祖国万岁”种到天涯？在不足1.2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抛洒

青春不吝啬，豪饮孤独当美酒”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今年我国防汛抗旱形势严峻

入汛以来22个省份遭受洪灾

江西洪涝受灾人数突破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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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汽油、柴油价格将迎
来大幅下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11日称，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19年 6
月 11日 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
吨分别降低465元和445元。

本次调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
升下调近 4角。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要
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
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
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
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

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
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
市场形势变化，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市场
原油价格大幅下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预计，短期国际油价将受两方面
因素拉锯影响：一是经贸摩擦带来全球
经济增长悲观预期；二是近期石油输出
国组织表示将有较大可能延长减产协
议。此外，仍需关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
局势对国际油价的冲击。

成品油价格迎来大幅下调
汽柴油价格今起每吨分别降低465元和445元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残联、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共同推动建设的康复大学
（筹）11日在山东青岛举行揭牌仪式，其
间宣读了教育部关于支持筹建康复大
学的函，标志着这所致力于培养高水平
康复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正式开建。

据介绍，我国现有约 8500 万残疾
人，康复是残疾人事业的重中之重，也
是残疾人和千万家庭的迫切需求。我国
还有超过4000万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也
需要优质的康复服务。

2015年，中国残联提出建设康复大
学。此后，建设康复大学分别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支持筹建康

复大学。康复大学由山东省主办，驻地
青岛市。中国残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部门共同建设。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在揭牌仪式
上表示，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
身体康复了，生活才有希望，希望康复
大学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让残疾人得
到更好的康复服务。

据悉，康复大学建设将秉持当代先
进康复理念，融合医学、生命科学、人文
科学等，建成一所以研究为基础、以康
复应用为主导的新型大学。

据新华社电 中宣部11日在江西于
都、瑞金和福建长汀、宁化举行“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
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
使命、传承革命精神的嘱托，坚定理想
信念，保持革命意志，用双脚踏寻革命
先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触描绘新中国
70年的壮美画卷，激励全国人民奋力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黄坤明指出，江西和福建是充满
红色记忆的红土地。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之际，由此出发再走长征
路，就是要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革命精神
启迪未来。

黄坤明强调，新闻工作者再走长征
路，要追寻初心，大力弘扬用生命和鲜
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深刻揭示红色
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
起来的。要坚守恒心，树牢人民观点，增
强群众感情，深情讲述党和人民鱼水情
深、生死相依的感人故事。要激发信心，
大力唱响主旋律、提振精气神，把干部
群众攻坚克难、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展
现出来，把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热情
干劲调动起来，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
时代的精神力量。

来自全国30多家媒体的500余名新
闻记者参加启动仪式。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新增通客车
建制村 2944 个，其中贫困地区 1698
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率已达
到 98.02%，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有序推
进，力争 2020 年 9 月底前建制村全部
通客车。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
当日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
通运输部已经连续5年将建制村通客车
作为更贴近民生的实事大力推进，平均
每年完成通客车建制村7000个以上。目

前全国仍有1万多个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暂未通客车，要在明年 9月底前全面完
成建制村通客车兜底性目标，时间紧、
任务重，但也必须要完成。

吴春耕说，交通运输部将加大工作
力度，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夯实
主体责任，积极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引
导作用，保障农村客运开得通、留得住、
可持续，并组织编制《农村客运发展典
型案例集》，宣传不同发展条件下各地
农村客运典型经验做法，确保如期完成
兜底性目标。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力争明年9月底前
建制村全部通客车

6月11日，记者参观福建龙岩长汀县中复村的观寿公祠（松毛岭保卫战总指挥
部、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新华社 发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用双脚踏寻革命先辈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触描绘新中国
70年的壮美画卷，激励全国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康复大学获批在青岛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