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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预计有区域暴雨3～5次
强对流天气偏多
诱发城市内涝可能性较大

据预测，今年汛期（5～9月）成都
市 总 降 水 量 680mm，较 历 史 同 期
（762mm）偏少1～2成；强对流天气和暴
雨洪涝次数接近常年，但极端性更强，
阶段性高温突出，伏旱明显。

同时汛期预计有区域暴雨3～5
次，并伴有1～2次区域洪涝。沱江上游
支流湔江关口站、蒲阳河新桥站为中

等洪水，沱江干流三皇庙站为中等洪
水，岷江中上游干流及支流均为中等
洪水，辖区范围内个别支流受局部暴
雨影响不排除发生较大洪水的可能。

从会商研判情况看，今年成都市
防汛抗旱有五个重点。其中，受高温
天气、区域强降雨、“5·12”“4·20”地
震后山体仍未稳定等多重因素影响，
诱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
高，需高度警惕。江河方面，需高度关
注水库防洪安全和江河城镇段、险工
险段的洪水防御工作。另外，汛期强
对流天气偏多，诱发城市（城镇）内涝
可能性较大；极端气候白沙河区域发

生强降雨，或形成高浊度原水，将影
响中心城区供水安全；需高度关注夏
季高温酷暑天气影响，做好居民饮水
保障工作。

措施/
全市大部分水毁项目已修复
汛后实施项目
已落实应急度汛措施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成都市
水务局严格责任人公示，指导区（市）
县在当地报刊公示水库相关责任人，
制作山洪灾害危害区明白卡，并在明

白卡上公示山洪危害区责任人名单。
同时，市水务局聚焦水库、江河防

洪工程、在建涉水工程、山洪危险区、
城镇排水管网、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
加强隐患排查。

进入汛期后，成都市水务局值班
室每日对区（市）县水务局防汛值班情
况和山洪危害区责任人履职情况进行
抽查；执行防汛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
导带班制度，强化落实重要天气过程
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险工险段、病险
水库等防汛薄弱部位巡查排查和蹲点
值守制度。

目前，成都市水务局已对区（市）

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完成一轮督导检
查，当前正在开展第二轮检查。

另外，受2018年“7·2”“7·11”强降
雨影响，全市水利设施损毁严重，市水
务局于2018年9月启动了水毁修复工
作，大部分水毁项目已完成修复，部分
项目计划汛后实施，汛后实施项目均
已落实应急度汛措施。

至目前，全市水务系统累计排查
防汛隐患1217处，其中1008处已完成
整改，209处正在抓紧整改；疏掏管网
4800余公里，疏掏江河、沟渠2300余
公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汛期即将到来 成都预计有区域暴雨3～5次
22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水务局获
悉，当前，即将进入成都防汛
“七上八下”的关键时段。根
据历年经验，每年7月上旬
和8月下旬是成都汛情较为
集中的时间段。今年汛期成
都市总降水量较历史同期偏
少1～2成，强对流天气和暴
雨洪涝次数接近常年，但极
端性更强。

面对“七上八下”的汛
期，成都准备好了吗？

戏水安全提示
坚持穿高质量的浮身物，尤其是水性不好的孩子；
下水前充分做好准备活动，避免出现抽筋等现象；
在水中不要吃东西，避免被呛住；
不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
找专业师资学会游泳，并学习水中救生和心肺复

苏等技能；
到正规、有专业救护人员和设施的游泳场所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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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教育局发布2019夏季学生

蒲江河，水深、水流湍急、有挖沙遗留的暗坑等；
桤木河安仁镇大石桥段，水深湍急；
小柏树水库，库容347万立方米，水深……
夏季是学生溺水事件的高发期，各种水库、河流、湖泊等水域都是威胁学生人身安全的潜在“杀手”。

为此，针对成都本地水域的分布情况以及危险指数，成都市教育局联合市、区两级水务部门，通过大量的
调查和梳理，发布2019夏季学生防溺水安全地图，以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提高警惕，防止溺亡事件的悲
剧发生。

2019年成都市中小学生（幼
儿）预防溺水专题教育活动数据
统计表中，从小学四年级至高三
年级段学生的问卷调查来看，有
46.21%的学生表示，家或所在学
校附近有池塘、沟河、水库等野
外水域；约12%的学生表示，野
外水域的安全警示牌数量不多，
不容易看到，或没有警示牌。

在是否会游泳的调查中，
39.9%的学生已熟练掌握游泳技
能，35.62%的学生正在学习或有
意愿学习，另有24.48%的学生不

会游泳。
此外，近三年成都市中小学

生、幼儿溺亡人数及死亡人数的
统计显示，2016年溺亡学生占比
约22%，2017年占比约18%，2018
年占比约17%。另据《成都商报》
2015年的报道，“成都市教育局
对2011年到2014年非正常死亡
学生的统计，溺水死亡学生人数
占比41%，远远高于其他事故的
比例，其中以留守儿童、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和随迁子女为主。”

“通过这组数据来看，近年来

成都学生的溺亡比例呈下降趋
势，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及家长的
安全意识和素养有了很大提升。”
成都市教育局副巡视员张平介
绍，根据要求，全市中小学、幼儿
园每年都会在“成都市学校安全
教育平台”上开展防溺水专题教
育活动。市教育局还要求各学校
在节假日和周末前的最后一节课
上，开展至少10分钟以上的安全
教育。节假日前还向家长发放需
要签字确认的安全告知书，以提
醒家长加强对孩子安全的监管。

A 近年来全市溺亡学生
占比呈下降趋势调查统计

B 发现有人溺水时
学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溺水急救

防溺水首先要加强安全意识
的培养，若不慎发生溺水险情，学
生应该如何科学、智慧地自救、施
救？拥有多年水上救生经验的成
都市棕北小学体育教师杨科，为
大家整理了一份防溺水知识清
单。他提醒学生，当发现有人溺水
时，不能盲目下水，要防止因为施
救不当造成更大的伤亡。

常见的孩子溺水情况：
（一）在户外或不熟悉水域

游泳。这种情况以农村或偏远地
区的孩子居多，由于条件受限，
缺乏正规游泳场所，被迫选择到
一些户外水域游泳解暑，由于对
水温、水深、水流速度等都不熟
悉，因此容易出现溺水事故。

（二）盲目施救。突遇同伴溺

水，自己不具备水中救生的专业
技能和知识就盲目施救。

（三）有相关游泳禁忌症。自
己有一些不适合游泳的病症，抱
着侥幸心理私自下水游泳。

（四）不会游泳。个别孩子不
会游泳，或者水性还不怎么好，
看到同伴在水中玩得高兴，就冲
动下水，这种情况很危险。

防溺水提示
家长或看护人，决不能将孩童单独留

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要专心看
管，不能疏忽大意。同时，要教育孩子做到：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和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
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专业救援人员的
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不酒后游泳。

苏林 陈勇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张瑾
制图 徐嘉雨

■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施救？
1.首先，能够间接救生，绝

不直接救生。这是水上救生的一
个基本原则，首先要确保自身安
全，尽量利用身边的各种物件进
行施救（比如：木板、棍棒、衣服、
裤子、绳索、救生圈等），同时大
声呼救或电话求救。

（1）木板。抛木板时，我们可
以大声呼喊“喂喂喂，抛木板
了”。因为溺水者因惊慌失措而
辨不清方向。

（2）泡沫或矿泉水瓶。如果一
个瓶子不够，可以将多个矿泉水
瓶用塑料袋扎紧，再抛给溺水者。

（3）竹竿。当溺水者漂浮在
水面时，可以利用身边的竹竿将
其拉上岸，施救人员应将施救的
重心放低。

（4）绳索。抛绳索时将重心放
低。如果没有绳索，可将衣物打结
后抛给溺水者，将其拉上岸来。

2.其次，会游泳不等于会救
生。水上救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
的技能，包括：入水、接近、拖带、
上岸、搬运、心肺复苏等环节，而
大多数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都不
具备专业的救生技能。所以不提
倡、不鼓励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
能力不符的施救行为。
■不慎落水，如何自救？

1.自救姿势一：仰漂。发生

溺水时，你一定要沉着冷静，保
持全身放松。冷静地采取头顶向
后，露出口、鼻，此时就可以呼
吸。用鼻呼气，嘴吸气，呼气要
浅，吸气要深。使自己的身体浮
于水面，等待他人的救援。切记，
千万不能将双手上举或者拼命
地挣扎，这样只会下沉得更快。

2.自救姿势二：踩水自救。
身体前倾，大腿外展同时尽量上
抬，以膝盖为轴小腿依次内外旋
转画圈或同时往外侧蹬水，同时
用手向两侧拨水，竭力将头部露
出水面，动作要缓慢有节奏，注
意手不能伸出水面。
■水中抽筋，如何应对？

游泳时，如果发生抽筋现象，
不能慌张，应该保持沉着冷静。针
对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式：

1.手指抽筋。将手握成拳
头，然后用力张开，再迅速握拳，
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解脱为止。

2.手掌抽筋。用另一手掌将
抽筋手掌用力压向背侧，并做震
颤动作。

3.手臂抽筋。将手握成拳
头，并尽量屈肘，然后再用力伸
开，如此反复数次。

4.小腿、脚趾或大腿后部抽
筋。用抽筋腿对侧的手握住抽筋
腿的脚趾再用力向上拉，同时用
同侧的手掌压在抽筋腿的膝盖

上，帮助抽筋腿伸直。
5.大腿前部抽筋。取仰卧

位，并立即举起抽筋的腿，使其
与身体成直角，然后用双手抱住
小腿用力屈膝，使抽筋大腿贴在
胸部，再以手按揉大腿抽筋处肌
肉，并将腿慢慢向前伸直，抽筋
即可得到缓解。也可用抽筋腿同
侧手握住脚踝处，将小腿向后用
力屈膝，再用手按揉大腿抽筋处
肌肉，并将腿慢慢向后伸直，抽
筋即可得到缓解。
■溺水者被救上岸，如何处理？

1.若溺水者神志清醒，应陪
伴并做好保暖工作，拨打120及
时送医。

2.若溺水者昏迷，有呼吸有
脉搏，清理口鼻异物，将其稳定
侧卧位，呼叫120，随时准备心肺
复苏。

3.若溺水者昏迷，无呼吸但
有脉搏（有心跳），清理口鼻异
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拨打
120及时送医。监测呼吸脉搏情
况，随时准备心肺复苏。

4.无呼吸无心跳，应马上进
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成功或医
护人员到达。

特别注意，倒背、控水并不
科学，可能加重溺水者缺氧，引
起呕吐物误入气道，或引发颈椎
损伤等严重后果。

发生溺水事件如何科学、智慧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