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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蒙宇 秦
海涛 文/摄)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灵川县
三街镇鱼梁田村突发山洪，有 13 人被洪
水围困。 5 月 16 日 6 时 46 分，接到警
情后，该县应急部门及消防救援队立即出
动 1 个抢险编队、 2 辆消防车、 14 名消
防指战员前往处置。

7 时 40 分，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了解
到，被困一家 13 口人于前一晚自驾到鱼
梁田村露营，不料当天夜间突降暴雨引发
山洪，露营所在的高地被暴涨的河水环
绕，形成一个孤岛，如果雨势不止，被困
人员将面临危险。被困者有 9 个大人 4
个小孩，救援人员赶到时，暂无人员伤
亡。

经过现场勘察，救援人员需要经过 8
个涉水路段才能到达被困人员处，且当时
雨势不断、水流湍急，一时无法开展救

援。救援人员分成两个组，一组寻找最佳
救援路线，一组实时电话连线被困人员，
在确认他们安全的同时安抚受困人员情
绪。

经过耐心等待后，下午 6 时许，雨
势减弱，水流趋于平缓，最佳救援时机到
来。救援人员果断开展行动，利用抛投器
抛投绳子固定两岸树木涉水前进，并在下
游设置一名安全员进行安全看护， 8 个
涉水路段每段抛投绳子平均跨度 30 米以
上，救援人员艰难行进 3 公里后到达被
困人员地点，在逐一确认受困人员身体状
况良好后，协助他们穿戴好救生装备，采
取“一带一”的方式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经过 1 个半小时紧张有序的救援， 13 名
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王浩）
“各位同志，因昨晚暴雨，城东村贫困户
李友平家的鸡舍进水，养的土鸡没地方关
了，有 17 只鸡， 25 元每斤！请有需要的
同志给予帮助。” 5 月 15 日，兴安县界首
镇扶贫工作群发布了这样一条“通告”。
不到 3 个小时，李友平家的 17 只土鸡被抢

购一空。
“帮助贫困户增加收入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何况是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更应该
挺身而出，为贫困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城东村驻村工作队员马巧玲介绍，在了解到
李友平家的鸡舍被洪水淹后，她马上向界首
镇政府干部汇报受灾情况。获悉情况后，政

府扶贫工作群立即号召帮扶干部们通过消
费扶贫的方式帮助贫困户减少损失。同
时，大家还在群里号召界首镇 213 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帮扶联系人通过消费扶贫
的方式，帮助贫困户解决因汛情影响的农
副产品售卖问题。

“太感谢政府干部了，不然我这鸡舍

突然被淹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洪水突
然袭来，我家的鸡舍地势低洼，大雨下
了一整晚我一夜睡不着。我家房屋面积
有限，除了鸡舍无处关这些鸡，多亏了
大家帮助把鸡卖了出去，解决了我的后
顾之忧！”收到售卖土鸡的钱后，李友
平感激不已。

兴安界首：洪水来袭，消费扶贫为贫困户减损

本报讯(通讯员莫培举 记者景碧锋)5 月 14 日晚，临
桂区一工地施工过程中，发现一枚疑似抗战时期日军轰炸桂
林时留下的哑弹。接到群众报警后，桂林市公安部门立即出
警处置并安全转移。

当天晚上 6 点半，在临桂区原秧塘机场的一施工现
场，工人在挖掘过程中发现疑似炸弹一枚，弹体锈迹斑斑，
尾翼已经损坏，但不排除其仍具有爆炸力，稍有不慎，可能
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傍晚 6 点半的时候，我们的
挖掘机师傅挖出了一个像小猪仔一样的炸弹，我们就报警
了。民警 10 分钟左右就到达了现场，疏散人群，封闭现场
了。”

随后，民警将炸弹安全转移，施工场地已解除警戒。据
了解，这已是原秧塘机场区域发现的第 6 枚炸弹。

桂林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收排爆大队副大队长洪鸣说：
“经过我们勘察以后，这枚炸弹疑似是抗战时期日军丢下的
航弹，重量有五六十斤，长度大概是 60 厘米到 70 厘米，
直径是 20 厘米左右。这是一枚威力比较大的航弹，我们准
备把它运至仓库暂存，等适当的时间把它销毁。”

临桂秧塘工地挖出

一枚抗战时日军炸弹
目前共发现 6 枚，警方已做处置

突发山洪，13 名露营人员被困
事发灵川三街，消防成功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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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阳光、高温、暴雨，进
入 5 月以来，桂林的天气依旧如此“任性”。晴久盼雨，
雨久盼晴，桂林人的心绪也如天气般复杂。本周已进入 5
月中下旬，随着“小满”节气即将到来，雨水依然不定时会
光顾，暴雨天气也不可避免。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5 月 9-15 日)我市前期
以阴雨为主，后期转为晴天或多云天气。 5 月 9-14 日，全
市平均气温 23 . 2℃-26 . 8℃ ，其中资源最低，恭城最高；
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地气温明显偏高。周内最高气温达到
35 . 7℃(5 月 9 日出现在市区)；最低气温 15 . 6℃(5 月 12 日
出现在资源)。累计雨量： 12 . 8-38 . 7 毫米，其中灵川最
少，灌阳最多，与常年同期相比，上周全市各地雨量偏少
3 — 8 成。

5 月 16 日是本周的首日，一场暴雨如期而至，阻断了
不少市民周末的出行路。来自市气象部门的统计显示： 5
月 16 日 8 时至 17 日 8 时：降雨量达 50 — 99 . 9 毫米的有
43 个雨量检测站点； 100-249 . 9 毫米的有 10 个雨量检测
站点。其中最大降雨出现在永福苏桥国家气象观测站，降雨
量为 212 .7 毫米。

17 日起，我市天气转为阴天多云为主，并伴有阵雨，
但这样“温和”的天气并不会持续太久。 21 日，另一场暴
雨将再次来袭。气温方面，相对于上周连续 35℃ 以上的高
温，本周桂林的气温稍显凉爽。但毕竟已经进入了 5 月中
下旬，距离酷暑季节已为期不远。本周大部分时间市区的最
高温度也将达到 30℃ 以上。

针对近期的天气情况，气象专家提醒：有关部门及市民应
加强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
范局地短时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危害，注意防
范短时大风对江河航运的不利影响。另外，天气逐渐炎热，
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学校及家长需积极开展防溺水安全主
题教育，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做到“防疫防溺”两不误。

暴雨阴天交替“轮班”

本周四还将有暴雨

南溪山公园蓝花楹

浪漫盛开惊艳游客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5 月 17 日上午，记者在南溪山公园
看到，公园樱花园南溪河边种植的蓝花楹盛开了，蓝紫色花
朵散发出水晶般的光芒，给周围的景色增添了一抹靓丽的色
彩。微风吹过，花朵在风中摇曳，鸟儿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更增添了几分生气。一些市民游客被蓝花楹的美丽花朵吸
引，纷纷用手机拍照记录下这初夏之美。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蓝花楹是种珍奇的观赏
花卉植物，原产南美洲巴西，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属于易危品种。它是紫葳科蓝花楹属落
叶乔木，高可达 15 米，在开花时花色典雅且十分壮观。
2017 年，园林部门在南溪山公园引种了 5 株， 2019 年又
陆续引种了 10 多株；同时，在园林植物园、訾洲公园、西
山公园、虞山公园也小批量引种了一些。由于蓝花楹是热带
树种，对种植的条件要求比较高，需要加强树木的越冬管
护，以免冻伤。就目前引种的情况来看，桂林各公园里种植
的蓝花楹都能正常生长开花。未来，园林部门将在南溪山公
园引种更多的蓝花楹，形成一个蓝花楹夹道的新景观，并进
一步丰富我市的植物品种和景观。

▲花叶俱美的蓝花楹。 通讯员李腾钊 摄

40 余名志愿者

下到田间地头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陈佳琼 蒋新宇/文 记者汤世亮/摄

5 月 14 日下午，在临桂区临桂镇灵山村
一片搭满支架的田地里，一群身穿绿色、黄色
马甲的人顶着烈日在忙碌着：他们有的在挑
水，有的在种八棱瓜苗，有的在浇水施肥，一
片繁忙的景象。

“他们能来帮我们，简直是雪中送炭啊！
要不然我们村里的 10 多亩八棱瓜种植就赶不
上趟了。”朱健鹏是灵山村委的工作队员。据
他介绍，村里为发展产业，助力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2018 年 7 月，灵山村委成立灵山村
民合作社，引导村民发展当地特色农业种植品
种八棱瓜。 2019 年，全村种植八棱瓜 60 多
亩，为每户种植户增收三四万元。

尝到甜头的灵山村委在临桂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今年进一步扩大八棱瓜种植面积，
并将八棱瓜种植作为村里的集体经济来发展。
“我们村委承包了 60 多亩土地，也与企业签
订了收购合同，但没想到疫情暴发耽误了我们
的种植时间。”灵山村委的另一名工作队员刘
锋告诉记者，眼看最佳种植时期即将过去，村
集体还有 10 多亩地没种上八棱瓜。“村里外
出打工的村民多，劳动力不足，在家的村民又
要忙自家的地，村集体这块就特别缺劳动
力。”灵山村支书阳天云说。

就在灵山村委干部一筹莫展之时，平时有
空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朱健鹏和刘锋突然想到，
何不向桂林的志愿者们“求援”呢？ 5 月 12
日，他们把信息发到各自经常参加的志愿者群
里后，没想到，桂林环保志愿者群和桂林党员
志愿者群立即表示愿意组织人员前去帮忙。

“我自己也是农民，知道农作物种植节点
很重要，在群里看到信息后我就报名参加
了。”今年 56 岁的梁福珠是当天参加种苗的
40 多名志愿者之一，当天，他特意从龙胜都
坪的家里乘车赶到灵山参加公益劳动。梁福珠
虽然是位普通的农民，但他却热爱公益，自去
年加入桂林环保志愿者群以来，参加过大大小
小公益活动 10 多次。“能为他人提供一些自
己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心里感到很开心。”当
天下午 5 点半，忙完农活的梁福珠急忙又去
赶回龙胜的班车。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能帮群众解决些实
际问题我感到很开心。”李雁军是当天参加公
益活动的 25 名党员志愿者之一，据她介绍，
她虽然已经退休，但只要群里有公益活动她都
踊跃报名参加，今年疫情期间，她和其他党员
志愿者多次自发组织到街道社区开展消毒工作
和打扫卫生。“参加志愿者活动，在给别人提
供帮助的同时，也能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只
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李雁军笑
着说。

据了解，当天 40 多名来自桂林各地的志
愿者顶着烈日干了 3 个多小时的农活。在村
民的指导下，志愿者们完成了 5 亩多八棱瓜
苗的种植，为灵山村发展集体经济、助力乡镇
振兴奉献了自己的力量。

▲烈日下，一位志愿者在用衣服抹汗。

环保志愿者挑水浇灌八棱瓜苗。

志愿者们分工合作，图为志愿者在给
刚种下的瓜苗浇水。

▲志愿者在村民指导下很快学会了种苗。

救援人员正在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