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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是一条被山洪淹没的路，冲过去，可
能会有危险；不冲，可能天亮也回不到村里。

那一刻，在黄文秀的心中，也许根本没有
“不冲”的选项。她选择了前进，向自己牵挂的
土地前进，向自己关心的群众前进。但她却从
此消失在了汹涌的洪流中。

黄文秀，一名优秀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毕业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的
第一书记，16 日(周日)晚在开车返回乐业的
途中不幸遇难，30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
路上。

扶贫之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进入雨季的百色，暴雨说来就来，洪涝、
塌方等自然灾害也是常有的事。经常出没山
区的人，多少对山洪有些了解，只是这一次，
洪水来得太猛，就连一年驾车行驶二万五千
公里的黄文秀都有些害怕。

“有一辆车已经被水冲走了”“我不懂怎
么办了”，这是黄文秀出事前在微信上跟朋友
的聊天记录。这是一个 30 岁的女性面对险情
的正常反应。只是有人选择了到安全的地方
避难，有的人选择冒险一试。

那是一个周日的夜晚，也是父亲节，黄文
秀正从老家田阳县城赶回乐业。她的父亲患癌
症刚刚做完手术，能在周末赶回家看一眼老父
亲，她已然感到欣慰。面对工作和生活的种种
压力，她总是面带微笑，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即使身处险境，还不忘关心百坭村的群众。

“那天晚上百坭村也遭遇了暴雨，黄书记
在赶回乐业的路上还不断过问灾情。”百坭村
委会主任班智华回忆说。17 日上午，村干部
想向她汇报灾情，但电话不通，微信不回。班
智华立刻向镇里询问黄文秀情况，镇干部核
实后说，黄文秀既不在镇里，也没有参加县里
面的扶贫会。

班智华与另一名村干部立刻驾车前往 100
公里以外的凌云县伶站瑶族乡九民村灾害点
了解情况。因是暴雨过后，路不好走，平时两个
小时的路程，两位村干部开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多么希望热心的黄文秀只是因为临
时加入救灾队伍耽误了回村的时间，谁知最

后等来的却是不幸的消息：经过搜救队员的
努力以及指纹比对，确认黄文秀的遗体已经
找到。“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她不在了，她的
离开让村民们悲痛，她给村里做了太多事情
了。”班智华说。

记者在事发地点看到，山洪将道路冲成
了两截，路面柏油层被冲得支离破碎，道路一
旁的河道散落着大量滚石，一些受损车辆侧
翻在石块上，有的已面目全非。

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016 年，黄文秀作为优秀定向选调生到
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2018 年 3 月 26 日，被
派驻百坭村任第一书记。“她曾问我该不该去
做第一书记，我说：去吧，到祖国最需要我们
的地方去。更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女孩子一样
行！”同为名校选调生、同样做过第一书记的
路艳一直是黄文秀扶贫路上的领路人。

在黄文秀服务百坭村的 1 年 2 个月 20
天的日子里，她帮助百坭村发展电商，砂糖橘
等土特产远销全国各地；她为百坭村申请到
通屯的路灯项目，在村里走夜路不再需要手
电筒；她挨家挨户走访全村 195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记录本上清晰地标注每一户的致贫
原因……

黄文秀牵挂的许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村
民班氏会先天性脑萎缩的大儿子的低保还没
申请下来，黄文秀曾到医院看望过孩子，说是
要帮助申请低保，过节的时候也给孩子带些
礼物，春节时还自掏腰包给了孩子 500 元压
岁钱……班氏会做完农活回来，听闻黄文秀
的噩耗，怎么也不敢相信，“昨晚睡都睡不着，
老是想到她笑起来的脸。”

26 岁的村民黄祖佑要入党了，可是黄文
秀已经不在。黄祖佑回忆说，黄文秀是一个开
朗的人，特别喜欢和大家交朋友，做事态度很
积极，“有时候我们在县城做工，她来县城办

事也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年轻人要
积极入党，说村里发展离不开年轻人，成为一
名党员可以更好地给村里做贡献。”

在百坭村一名村干部的相机里，记者看
到了 6 月 14 日黄文秀在者乐屯查看受灾情
况的照片，穿着印有“第一书记 黄文秀”的
红色马褂的她，双手支撑泥土，艰难地爬到河
沟里视察灾情。谁也没想到，2 天后，滚滚的
洪水竟将她淹没。

人民的好书记，人民不会忘记你

革命老区百色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截至 2018 年底，仍有 280 个贫
困村未摘帽，19 . 35 万贫困人口未脱贫。一批
一批第一书记肩负脱贫攻坚的重要使命奔赴
这里，挥洒热血，甚至奉献生命。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何将百
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
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
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之下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黄文秀生前在
地方电视台录制的一档节目里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号刊
登的一篇黄文秀的扶贫心得体会中，她写道：
“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
自豪”，长征的战士死都不怕，这点困难怎么
能限制我继续前行。她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激
励自己在扶贫路上勇往直前。

在如花似玉的年纪，还没回报父母含辛
茹苦养育之恩，甚至还没谈过一场像样的恋
爱，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病床上的父亲还
不知道这个消息吧，黄文秀一定不想让父亲
知道，因为兄妹几人连父亲患癌的真实病情
都不愿告诉他。

黄文秀遇难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等社
交媒体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群众、选调
生、大学生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和她生前的
照片。

“人民的好书记，人民不会忘记你”“愿天
堂没有洪水”“学姐，一路走好！请放心，会有
许许多多的百色学子回到家乡，接过建设美
丽壮乡的接力棒，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黄
文秀的事迹将激励更多青年在脱贫攻坚的事
业上挥洒青春。

她，30 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用短暂生命诠释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

▲黄文秀生前工作时的场景。 (乐业县供图)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记者屈
凌燕、范帆、李黔渝、方问禹、黄筱)南
方正在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信息，6 月 20
日至 23 日，南方多地将再度迎来持续
性暴雨天气，此次降雨强度大、影响范
围广，持续时间较长。强降雨带自北向
南移动，最强降雨区域与 6 月 6 日至
13 日的南方暴雨过程高度重合。

在浙江，入梅第一波强降雨来势
汹汹。记者从浙江省气象台获悉，浙江
多地正迎来持续强降雨，已有 4 个区
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5 个区县发布
暴雨黄色预警。

自 17 日入梅以来，浙江省部分地
区迎来降雨集中期。受梅雨带影响，
19 日 5-8时，杭州南部、绍兴南部、金
华北部等地出现局部暴雨，累积雨量
有 22 个站超过 50 毫米。

另据浙江省水文管理中心推算，
未来三天钱塘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将会
发生超警洪水。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段时间，梅
雨带在浙江省上空南北摆动，浙江省
强降雨过程多、累计雨量大、范围广，
加上前期浙西南部分地区降水偏多，
强降水极易引发小流域山洪、地质灾
害、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加强
防范。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天气，江西省
水利厅 19 日 10时启动了防汛四级应
急响应。

据该省气象部门预测，江西省此
轮强降雨区域与上一轮区域发生重叠，预计降雨强度大、持续
时间长，赣江、信江可能发生中洪水，赣江支流可能发生大洪
水，抚河、饶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鄱阳湖可能发生超警戒
0 . 5 米左右的洪水。

江西省有关部门要求，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灾”的
各项充分准备，加强雨情、水情、险情和灾情的信息报送，密切
监视天气和水雨情变化，加强中短期预测预报和滚动会商研
判。同时，加强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做好
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信息，20 日强降雨带主要位于江淮及
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21 日至 22 日在贵州至江南一带，23
日雨带移至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

此前，根据持续强降雨天气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风险，贵
州省减灾委办公室于 6 月 15 日 22时紧急启动了 IV 级(蓝
色)自然灾害预警响应。

据贵州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初步统计，截至 6 月 18 日，上
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造成全省 11 县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
口 41196 人，紧急转移安置 281 人，农作物受灾 1342 公顷。

相关专家提醒，此轮强降雨过程中湖南、江西、浙江、福
建、广西、贵州等地仍为主要降雨区，因此出现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和滑坡等灾害的风险加大，各地应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和
汛情发展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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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双河镇双河中学安置点内，两个小朋友在帐篷内聊天。 新华社记者张海磊摄

抗 震 救 灾
在四川省长宁县 6 . 0 级地震震中双

河镇，有一个全国有名的小吃——— 葡萄
井凉糕。在地震发生后的 30 多个小时
里，葡萄井凉糕经历了一场失去与重
生。

在长宁县双河镇南面，有一溪清浅
的活水，由于井水常年向上翻滚，像一
颗颗葡萄，因此被当地人称为葡萄井，

而葡萄井凉糕便是用葡萄井水做的。葡
萄井凉糕，相传从三国时期便有记载，
千百年来口口相传，早已是四川省乃至
全国的名小吃，该品具有细嫩、入口清
爽、回味香甜的特点，是老百姓夏日必
备的小吃之一。

17 日晚 22 时 55 分突如其来的地
震，让翻滚了上千年的一大池葡萄井水
在一个多小时内快速流干了。“葡萄井
没了，葡萄井没了！” 18 日一大早，
避险的群众忽然得知这一令人心痛的消
息。“以后我们哪里去吃葡萄井凉糕
呀！”老百姓们纷纷感叹。

看着空空荡荡的葡萄井，在葡萄井
旁卖了 10 多年凉糕的彭昌金难掩心
碎。“我小时候就最爱吃葡萄井凉糕，
成天扭着母亲买给我吃，那是我童年最
大的快乐。”彭昌金告诉记者， 10 多
年前，他自己开起了凉糕店，和周围大
大小小 10 多家凉糕店一样，卖 2 . 5 元
一碗，还有红糖、西瓜、草莓、菠萝等
近 10 种口味。

“这个生意好哟，每天慕名从宜宾
市、长宁县过来吃的人多得很，好的时
候我一天可以卖 1000 多碗。”彭昌金
自豪地说。

地震让一切变了模样。 18 日下
午记者走到葡萄井旁 ，看见葡萄井
水已不见踪影 ，四周尽是黄泥和破
碎的石板 。一旁供食客使用的板凳桌椅七零八落地
散 落 着 ，葡 萄 井 凉 糕 的 牌 匾 也 斜 耷 拉 着 挂 在 房 梁
上。

“我还剩 30 桶头天做的凉糕，还可以做 300 碗。”

带着对凉糕满满的深情， 18 日下午，彭昌金决定卖出他
“最后”的葡萄井凉糕。一时间，小镇的居民仿佛忘记了
灾难的破坏，纷纷前来抢购。

“这是‘绝版’凉糕了，吃一碗少一碗。”居民们纷
纷叹道。一眨眼工夫， 300 碗“绝版”凉糕销售一空。吃
完凉糕的人们围着彭昌金的小店，久久不愿离去。人们这
才突然意识到，地震不仅对家园造成了破坏，也带走了他
们心爱的凉糕。

可 19 日早晨，人们又惊喜地发现，已经流干的葡萄
井竟然又开始重新蓄水，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四川省地质工程勘探院副院长钱江澎在现场仔细勘察
后表示，葡萄井受地震影响，在井底出现了裂缝导致井水
快速流干，但经过一定的堆积后，缝隙中的水流在冲蚀下
又回到了井中。“目前井水带有泥沙有些浑浊，但经过一
段时间净化，水一定会再次清澈。井水再做葡萄井凉糕肯
定没有问题。”钱江澎说。

专家的分析让彭昌金乐开了花。“以后我还要再加一
种口味，啥都不放，白凉糕！这是老天爷给的恩赐啊，让
我们重新开始。”彭昌金说。

目前，长宁地震各项救援安置工作仍在有序进行，重
建任务也即将展开。失而复得的葡萄井凉糕，或许是长宁
人重生的开始。 (记者陈地)新华社成都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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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一早，在长宁地震重灾区的宜宾长
宁县双河镇，人们惊喜地发现，因地震已干涸
的葡萄井开始重新蓄水，并且水位还有不断
上涨之势。

失而复得的不仅是翻滚了上千年的葡萄
井水。长宁地震震后 48 小时，人员搜救工作
基本完成，受灾群众得以妥善安置，基础设施
排险加固工作全力推进，次生灾害风险得以
有效防范。

搜救工作基本完成，全力推

进基础设施排险加固

17 日 22时 50 分，秦永秀从娘家回到双
河镇葡萄井村 8 组家中，给刚参加完中考的
女儿李雨秦切了一片西瓜。但是，5 分钟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一切变得面目全非。

当晚，四川宜宾市长宁县、珙县先后发生
6 . 0 级和 5 . 1 级地震。截至 19 日 16时，地震
共造成受灾人口 243880 人，因灾死亡 13 人，
受伤 220 人，紧急转移安置 52931 人，倒塌和
严重损坏房屋 9532 户 20185 间。

秦永秀的房子瞬间被夷为平地，三位亲
人罹难。地裂还毁了村上那座历史悠久的葡
萄井，满满一池井水，一个多小时就流干了。

地震发生后，国家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响
应，四川省主要领导深入震区，社会各界救援
力量有序参与，人员搜救、伤病抢救、避险安
置，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交通运输、通信联络，
抢险救灾有条不紊。

记者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
在震后 48 小时内，各方救援力量 3100 余人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目前面上搜救工作已基
本完成，现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
行集中清理，努力确保无一遗漏。

18 日晚间，躺在长宁县人民医院的病床
上，李雨秦仍然心有余悸：“多谢亲人、邻居和
消防员叔叔。”截至目前，长宁县、珙县医疗机
构已累计接诊 100 余名伤员，先后转送 20 名
危重伤员到市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目
前，住院人员伤情稳定，多数已实现好转。

在震中双河镇，水、电、气、路以及通讯恢
复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前，双河镇新城区已
全部恢复供气，预计到 20 日，集镇内 9 个片
区全面恢复供电。

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目

前无重大传染病疫情

18 日夜间，双河镇下起了淅沥沥的小
雨，给当地闷热的天气带来些许凉意。30 岁
的双河镇居民冯勇背着刚满 2 岁的孩子，赶
在雨势变大前回到了救灾帐篷中。“我家娃娃
虽然地震那天有点受惊，但在这个安置点里
有吃有住，感觉不那么怕了。”

冯勇所在的双河中学外操场安置点，是双

河镇建立的三个临时受灾群众安置点之一。
1000 多名居民分散在 200 多顶帐篷中，组成
了一个临时“大家庭”。在整个灾区，通过投亲
靠友、利用安全避难场所、搭建帐篷设立集中
安置区等方式，受灾群众得以妥善转移安置。

“从 18 日早上 7 点开始，这里已经陆续
发放了 3 批救灾物资，包括方便面、面包、矿
泉水、床、被褥、洗衣液等生活物品。”双河中
学安置点负责人李育川说，当地还在帐篷外
立起了 3 块大屏幕，分别放着动画片、救灾宣
传片和电影，以安抚受灾群众。

记者 19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
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的帐
篷、折叠床、棉被等救灾物资已于 18 日全部
运抵灾区，并有序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据统计，截至 19 日，宜宾市共紧急协调
调运帐篷 2600 顶、床 5900 张、棉被 13000
床、水和方便面各 4000 件、面包 3000 件到长
宁灾区；调帐篷 2850 顶、床 7680 张、棉被
13000 床、水和方便面各 10000 件到珙县灾

区，有力保障了灾区群众居住和生活需要。
为确保震灾之后不发生疫病流行，国家、

省、市卫生防疫专家深入长宁县，指导对双河
镇水厂的出厂水、末梢水进行采样检测。据初
步统计，对灾区安置点、医疗救治点等重点区
域的清洗消毒面积约 12 .75万平方米；开展和
健康指导工作，发放灾后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单
11000余份。目前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积极防范次生灾害，为恢复

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18 日下午，震中长宁县双河镇仍然余震
不断。镇中心的双河镇便民服务中心门口倒
立着两张椅子，上面贴着“严禁进入”警示。

与此同时，地震灾区已经进入雨季，记者
18 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6 月 20 日至 22
日白天，地震灾区将有一次中到大雨过程。为
防止强降雨引发洪涝、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
造成更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灾区正

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截至目前，宜宾市已完成 629 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专业排查工作。全市所有煤
矿已停工，撤出所有人员，全面排查安全隐
患，并对 19 家危化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对于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四川要
求逐点编制防灾预案，逐点明确专职监测
人员，逐点落实监测预警、排危除险、避让
搬迁等各项防灾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更新防灾预案，及时组织群众做好主动
预防避让，坚决避免震后次生地质灾害造
成人员伤亡。

宜宾市住建局赖晓东科长介绍，四川
省和宜宾市住建部门组建了房屋安全状况
应急排查组，对房屋限用、禁用的受灾户，
全部安排进入临时安置点。经专家现场评
估，地质结构确实不适合居住的区域，还将
进行整体搬迁，目前省市专家正就此组织
开展相关评估。(记者叶含勇、张海磊、童芳、
陈地、杨迪、刘坤)新华社成都 6 月 19 日电

失去与重生：长宁地震 48 小时救援安置目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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