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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蒋麟
图据甘孜州政府

新闻办、甘孜消防

滑坡致金沙江断流并形成堰塞湖
甘孜疏散上万名涉险人员

甘孜州三县启动临灾预案 目前均无人员伤亡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雨欣）10
月11日，记者从电子科技大学召开
的干部教师大会上获悉，教育部党
组宣布关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任免
的决定：曾勇担任电子科技大学校
长，李言荣不再担任电子科技大学
校长、党委副书记。

现场，曾勇在任职发言时表示，
电子科大叫“曾勇”的很多，除他之
外，还有数学学院原来的教师、在考
研补习场上赫赫有名的曾勇。“所以
时常有人听见我介绍自己时，就开
玩笑说，你是真勇敢。”

而对于接任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他表示，除了在外求学的10余年，成
电就是他55年人生中的其余岁月，也

是他剩余人生的全部。“如果说我将
来的工作可以称为事业的话，那就是
我最后的事业。人的能力有大小，成
就有天意，但我对成电事业的初心和
情怀将经得起师生的检验。”

公开资料显示，曾勇出生于
1963年10月生，1985年7月清华大学
自动化专业本科毕业，1988年7月清
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2000年1月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88年7
月进校工作至今，2001年11月至
2013年12月任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院长。2015年4月任电子科
技大学副校长。2018年9月任电子科
技大学校长。

日前，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2019年高考网上报名时间
定为2018年10月12日9：00至17日
17：00。本次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和现场确认三个阶段，具体
办法各地制定并周知考生。

按照规定，四川省所有考生（包
括统考生、保送生、少年班考生、特
殊教育单招生、高水平运动队单考
生、拟报考高职单招的考生及其他
各类单独考试考生）均须在常住户
口所在的县（市、区）报名。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符合规定的报名
条件的，即：凡父母在四川省有合
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赁），在父
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
籍和3年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
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可在就读学
校所在县（市、区）报名。不符合在
外省参加高考及录取条件的四川

籍人员，应回户籍所在地报名考试。
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为2018年10

月22日至11月2日。考生到县级招考
办进行现场信息确认，确认时，考生
须交验居民身份证，采集面颊特征
及指纹特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凡报考北京联
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长春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乐山师范学院等高
等学校的特殊教育专业招生单独考
试的听残、视障及其他残疾考生，须
到户口所在的县级招考办报名，统
一编排考生号，可以不参加统一的
招生体检；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并申
请提供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应在考
生现场信息确认时向所在地县（市、
区）招考办提出正式书面申请；符合
藏文、彝文加试条件的考生须在报名
时确认是否加试，报名工作截止后不
得补报加试。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2019高考网报12日开始
特殊类别考生报考要求不同

教育部任命曾勇为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11日傍晚，据四川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目
前堰塞湖总水量已接

近1亿立方米。

甘孜消防支队紧急出动参与
救援，除甘孜外的16个支队

地震救援队760名消
防员集结待命。

截至11日19时，堰塞湖下游
白玉、巴塘、得荣3县17个乡镇

51个村10367名涉险
人员已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

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二，阴雨
连绵数日后，宜宾迎来了难得的大
晴天。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红星村
革新组街村居民陈兴元老人，也迎
来了自己105岁的寿诞。105年，老人
见证了新旧社会变迁，也见证了普
通老百姓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
化；老人传承“勤劳节约、和睦善良、
奋勇争先”的百年好家风让儿孙受
益匪浅，至今五世同堂。

养生秘诀：
一日两餐素食为主

“多吃点，不要浪费咯！”10月10
日，周围乡邻围坐在一起，共同为老
人祝寿。一些重庆、自贡等地远道而
来的热心人，也来“沾沾喜气”，希望
能像老人一样长寿安康。老人精神矍
铄，面对满堂的儿孙，笑得合不拢嘴。

“老人家，您好呀！我又来看望
您了。”10月10日上午10时许，重庆
人程旭东和朋友驱车来到陈兴元
家，为老人送来祝寿的书画和一件
衣服。“我已经是第5次来看陈奶奶
了，她豁达、幽默，105岁了还坚持劳
作，太不简单了！”程旭东说，自己今
年都75岁了，看到陈奶奶那么硬朗，

“自己也跟着年轻了”。程旭东研究
过陈兴元老人的长寿秘诀：“心情
开朗、注重营养、热爱劳动。”

据陈兴元的孙子郑启友介绍，
老人从50来岁开始就坚持每天只吃
两顿饭，至今都有半个多世纪了。

“上午一般11点左右吃早饭，下午3
点再吃一顿，晚上就不会吃了。每顿
吃一碗饭，荤素菜都要吃，以素食为
主。”55岁的郑启友告诉记者：奶奶
作息有规律，从不熬夜，不挑嘴，每
天都干农活。

记忆惊人：
结绳记事并不“落伍”

陈兴元年满百岁后，每年到此
时，总有远亲近邻会来向老人道贺，
送一些贺礼。在郑家的墙上，挂着一
个巨大的“寿”字，还有当地政府送
来的“百岁老人”牌匾等。老人满百
岁后，政府每年都会送一块“寿牌”
过来。

今年上半年的一天，老人拉着
大孙子郑启友说，一个亲友家有喜
事，让孙子帮她送一份礼。接着，老
人 说出了最近几年来家里看望过
自己的亲友们的人数，十分精确。奶

奶没念过书，并不识字，郑启友十分
惊讶于奶奶能记住每年“人情往来”
的具体情况。

陈兴元有些得意地向孙子展示
了挂在家里的几条绳子，每条上面
都打了密密麻麻的结。“来一个人，
我 就打个结。”她说。原来，陈兴元
老人在常年的劳作生活中，善于总
结、开动脑筋，积累了不少生活智
慧。“这些生活智慧，给了我们后辈
很多启示。”郑启友告诉记者。

郑启友一直从事文化工作，搜
集、整理了许多横江古镇（与红星村
毗邻）、石城山的民歌、史料，并出
版了三本著述。而他书中最鲜活、最
经典、数量最多的民歌民俗题材，就
是从小在奶奶那听来的。“那些歌
词、谚语，总是朗朗上口，让我一辈
子都忘不了。”郑启友说。

乐观豁达：
优良家风百年传承

陈兴元独自一人住在背街的老
屋。唯一的儿子和媳妇经常劝她搬
到百米开外的新家来一起住，但陈
兴元不肯。“我自己动得了，不拖累
你们。”在儿子和媳妇的强烈要求
下，这两年陈兴元才同意每天到儿
子家吃两顿饭。

“我们一家人都是四世同堂了，
她从我80岁的老公公到几岁的孙子，
都认得清楚，喊得出名字。”陈兴元的
侄孙媳妇郑瑞香说，自己嫁到革新组
街村已经快30年，从未看到过奶奶陈
兴元和谁红过脸。尤其是 老人和媳
妇王万容和睦相处半个多世纪，比母
女还亲，这早已在革新组街村传为佳
话，并被许多村民所效仿。

据了解，当地政府对陈兴元老人
很关心，每月百岁老人补贴和养老金
合计近千元，老人家日子很“滋润”。

“没什么事能压倒奶奶。听爸爸
说，爷爷在25岁时就因为意外成了
聋人，奶奶从没嫌弃过他，一个家一
大半的事情都是奶奶撑起来的。”

此外，陈兴元老人年轻时，还收
养过两个无父无母的娘家侄子。尽管
自己育有四个子女生活本身已很困
难，但陈兴元从未亏待过两个侄子，
视同己出。如今，两个侄子先后去世，
侄子的后人们同样很是尊重和孝顺
陈兴元，感激她的善良和付出。

刘佳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袁伟 摄影报道

105岁老人爱唱民歌
传承百年“好家风”

据四川省水利厅官方微博“@四川水
利”15时许的权威发布，西藏江达县波罗乡
境内（四川白玉县绒盖乡对面）发生山体垮
塌，方量巨大，阻断金沙江干流形成堰塞
湖。白玉县已经组织开展了受威胁区人员
转移工作。据初步了解，山体垮塌未造成人
员伤亡。

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组织召开
会议作出安排部署。省防指迅速恢复应急
值守，向影响范围内的甘孜、攀枝花、凉山
以及沿江水电站发出紧急通知，做出了应
急处置的安排部署，要求果断组织沿岸受
影响低洼地区群众紧急转移，相关水库电
站做好预泄腾库准备。

据甘孜州政府新闻办11日晚发布的消
息称，截至11日19时，堰塞湖下游白玉、巴
塘、得荣3县17个乡镇51个村10367名涉险

人员已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无
人员伤亡报告。甘孜州采取集中安置、分散
安置、投亲靠友等形式妥善安置所有涉险
群众，组织民兵巡逻做好安保，组织乡镇干
部提供疏散群众的食物和饮用水，有效保
障了所有安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避寒
和休息场所。

水利厅派出专家团队赶赴现场，四川省
防办已向国家防总、长江防总报告相关情况。
消防救援方面，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指挥，四
川消防总队全勤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
案，甘孜消防支队紧急出动参与救援，除甘孜
外的16个支队地震救援队760名消防员集结
待命。在滑坡发生后，自然资源部也发出指
令，要求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尽快获取
地质灾害区域的影像，省测绘应急保障中
心无人机分队已赶赴受灾现场开展工作。

11日11时，金沙江岗托站（位于堰塞体
上游约90公里）流量1320立方米每秒，叶巴
滩电站（位于堰塞体下游约70公里）流量由
10日20时1900立方米每秒降至200立方米
每秒。而11日下午甘孜州新闻办发布的消
息称，水文监测显示，金沙江上游来水量为
1400立方米每秒，下游流量仅100立方米每
秒。据甘孜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报告，堰塞湖
下游站点巴塘站10时-13时水位下降0.77
米，流量减少500立方米每秒。

“江达县波罗乡境内的金沙江两岸，

发生山体滑坡，滑坡体量大，导致水位上
涨迅猛，2分钟内水位上涨10厘米，金沙
江主河道被堵。山体滑坡形成的堰塞湖，
危及附近的波公村、宁巴村、白格村等村
庄安全，通往波罗乡的必经桥梁和部分
农田被江水淹没。”这是11日下午，成都
商报记者从昌都市互联网信息办获悉的
部分内容。

11日傍晚，据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消息，目前堰塞湖总水量已接近1亿立
方米。

金沙江水能富集，上中下游分布有20
多座大中型电站。

11日下午，媒体联系到华电金沙江上
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其表示
堰塞湖形成之后，他们已启动应急预案，正
在建设的叶巴滩水电站已紧急通知人员和
机具撤离。三峡集团向家坝及溪洛渡电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下游
有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四座巨
型水电站。其中，乌东德和白鹤滩正在建设
中，不会受到影响。向家坝和溪洛渡电站在
国庆前刚刚完成蓄水，目前水库处于高位，
可以通过调节来保障下游沿线居民的饮
水。上游断流的影响估计3-4天后波及下
游，同时，还需高度关注堰塞湖的后续影

响，他们将抓紧时间研究出对策。
如何处置水位不断上涨的堰塞湖？四

川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院一名专家称，事
发水域下游人口密度较小，重点工程和重
要基础设施不多，为应急处置赢得了时间
和空间。通常处置堰塞湖的做法，是在堰塞
体或其两侧开凿明渠导流，缓慢降低堰塞
湖水位，降低水体对堰塞体的压力，为最终
清理堰塞体、消除堰塞湖赢得时间。而四川
省河湖保护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务之急
是判断周边山体有无再次垮塌的可能，这
关系到人员、设备能否顺利进场处置。

根据四川省气象台72小时天气预报，
甘孜州未来三天天气以多云及阵雨为主，
对堵塞河段上游来水影响较小。

三县群众转移
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

官方官方
通报通报

▶

滑坡体量大致水位上涨迅猛
堰塞湖总水量已近1亿立方米

水位水位
情况情况

▶

专家称一般要先开凿明渠导流
还需判断周边山体有无再次垮塌可能

如何如何
处置处置

▶

金沙江已被完全阻断
堰塞湖坝体向下延伸了
1.2公里以上

11 日 21 时 30 分许，西藏
昌都市网信办发布消息称，截
至 11 日 15 时 30 分，江达县波
罗段江水仍呈上涨趋势，堰塞
体长约 5600 米，高约 70 余米，
宽约 200 米，水体约 7840 万立
方米。经现场核实，波罗乡及
波公村、宁巴村已形成“孤岛”
（其中，波罗乡白格自然村、宁
巴自然村已全部淹没）。截至
目前，堰塞湖上游受威胁范围
已达20余公里，涉及江达县岩
比乡、波罗乡。

为了防止堰塞体上游淹
没和堰塞体突然崩塌造成人
员伤亡，昌都市委、市政府对
堰塞体上下游共 3 县 8 乡遭受
威胁的群众进行了有序转移，
截至 11 日 16 时共转移群众
10126名。

11日下午17时许，四川消
防总队白玉消防大队副大队
长寇量在金沙江断流导致的
堰塞湖现场发来视频。视频中
可以看到，江边一座大山的山
体大量滑入江中。寇量在视频
中称，山体的高度大约有300
多米，“金沙江已经被完全阻
断，堰塞湖坝体向下延伸了有
1.2公里以上，已有8名消防员
抵达现场。”

11日21时56分许，甘孜州
公安局交警支队发布路况提醒
称，11日下午，甘孜州公路管理
局发布了关于对G318线巴塘县
境内县城以下8公里K3297+000
处，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仅允
许由金沙江大桥方向至巴塘县
城的人员及车辆通行，禁止巴
塘县城至金沙江大桥方向人员
及车辆通行，现甘孜公安交警
部门为你提供绕行路线：需进
西藏的车辆现经康定新都桥-
塔公沿国道G317线-炉霍-德
格境内的岗托大桥入藏。

疏散
人员

水文
监测

消防
救援

晚辈给陈兴元敬酒

11日凌晨，
西藏自治区江
达县波罗乡境
内发生山体滑
坡，方量巨大，
造成金沙江干
流断流并形成
堰塞湖。

11日下午
甘孜州新闻办
发布的消息称，
水文监测显示，
金沙江上游来
水量为1400立
方米每秒，下游
流量仅100立方
米每秒。滑坡发
生后，受到威胁
的白玉、巴塘、
得荣三县已启
动临灾预案，三
县17个乡镇51
个 村 10367 名
涉险人员已全
部撤离至安全
地带。目前三县
均无人员伤亡
报告。

金 沙 江 流
域水电站众多，
省防指已向影
响范围内的甘
孜、攀枝花、凉
山以及沿江水
电站发出紧急
通知，做出了应
急处置的安排
部署，相关水库
电站做好预泄
腾库准备。

消
防
人
员
前
往
救
援

消防皮筏渡江

涉险群众被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