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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近日， 山西省
部分煤矿企业因暴雨临时性停
产。 在山西省政府新闻办12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山西省
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 厅长王
启瑞表示， 山西加紧推动煤矿
复产， 部分煤矿短暂停产总体
上不会对山西省煤炭保供造成
影响。

10月2日以来， 太原 、 晋
中 、 吕梁 、 临汾 、 长治 、 晋

城、 运城等地的部分煤矿受强
降雨影响 ， 为了保证安全生
产， 采取了临时性紧急停产、
撤离人员开 展 避 险 等 措 施 。
随着近期雨势减缓， 山西省
加紧推进各地停产煤矿复工复
产。

“截至目前， 大部分煤矿
都已恢复正常生产， 只有4座
煤矿尚未恢复 。” 王启瑞说 ，
这4座煤矿中 ， 有三座位于临

汾市 ， 总体年产能 360万吨 ，
停产原因是涌水较大仍未彻底
清除， 存在安全隐患； 另一座
煤矿位于太原市 ， 年产能120
万吨， 停产原因是运煤通道因
山体滑坡中断 ， 仍在抢修当
中。

王启瑞表示， 由于大部分
煤矿停产时间较短， 恢复生产
较快， 总体来说不会对山西省
煤炭保供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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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加紧推动煤矿复产
部分煤矿短暂停产总体上不会对煤炭保供造成影响

风雨中的他们，挺身而出
———奋战在山西抗洪前线的共产党员剪影

10月12日， 在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 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水
稻。 金秋时节，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之一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进入水稻
收获季， 金黄遍野， 稻浪滚滚， 一派丰收景象。 农民利用晴好天气抓
紧秋收。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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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山苍苍入紫冥， 下看南
极老人星。” 10月14日是我国的
传统节日———重阳节。 天文科普
专家表示， 人们常常尊称年纪很
大的人为寿星。 实际上， 天上真
有一颗星， 叫作寿星， 也叫老人
星，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感兴趣
的公众可于14日日出前尝试寻找
和观测， 为家中老人祈福求寿。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天文
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 船底座α
星在我国被称为老人星， 它是一
颗恒星， 呈青白色， 是全天第二
亮星， 仅次于天狼星。

“由于老人星的位置太偏
南， 理论上讲只有在北纬37°以
南的地区才能看到， 在这个纬度
老人星正好位于地平线之上， 而
要想仔细观测最好还是到北纬
32°以南的地区 ， 这个纬度基本
上跟我国的长江流域相对应。 正
是因为它太过于靠南， 在我国北
方很多地区不容易看到， 因此人
们也常将它称作 ‘南极老人星’
‘南极仙翁’。” 修立鹏说。

据史料记载， 我国古代在重
阳节这一天有祭祀老人星的习
俗， 古人认为在此日看到老人星
就会给人带来吉祥和好运。

《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
了东汉时期的汉明帝曾主持的一
次祭祀寿星的仪式。 他亲自奉献
供品， 宣读表达敬意的祭文， 同
时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宴会， 到
会者全是古稀老人。 他宣布普天

之下， 只要年满七十岁， 无论贵
族还是平民， 都有资格成为他的
座上客。 盛宴之后， 皇帝还赠送
了酒肉、 谷米和一柄做工精美的
手杖。 敬奉天上的寿星和人间的
长寿老人， 这个习俗在汉明帝之
后一直保留了下来。

在重阳节这一天， 怎样才能
看到老人星？ 天文教育专家、 中
国天文学会会员赵之珩提醒说，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感兴趣的
公众可在日出之前登高远望南方
偏东的低空天区， 会发现， 有一
颗发着白色光芒并且闪烁的亮
星， 它就是天狼星。 从天狼星向
下看去， 在地平线上方不远处，
能在近地的光污染中找到一颗亮
星， 这就是老人星。 “当然， 观
赏老人星不限于重阳节当天， 今
年10月至来年2月都可以观测 ，
10月中旬的最佳观测时间是凌晨
5点， 每向后一个月， 最佳观测
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赵之珩说。

我国北方很多地区看不到老
人星 ， 该怎么办 ？ 有一个 “补
救” 的办法， 就是欣赏 “猎户三
星 ” 中的 “寿星 ”。 赵之珩说 ，
在猎户座的中间， 有三颗星整整
齐齐地排列成一行， 这就是 “猎
户三星”： 参宿一、 参宿二和参
宿三 。 民间也称参宿一为 “寿
星”， 观赏这颗星也可以祈福求
寿。 “在重阳节这一天的黎明以
前， 南方地区的公众同样能够看
到它。” 赵之珩说。 据新华社

重阳节，抬头寻找“老人星”

新华社电 记者从海南省气
象局获悉， 今年第18号强热带风
暴级台风 “圆规”， 12日10时位
于南海东北部海面， 距离海南省
万宁市偏东方向约910公里， 中
心最大风力10级 （约90公里/小
时）。 “圆规” 将以每小时28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逐步迫近海南岛， 强度将有所加
强， 华南将迎强风雨天气。 海南
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于12日
9时30分， 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
提升至Ⅲ级。

据气象部门预计， “圆规”
可能于13日下午到夜间在海南岛
文昌到陵水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
受 “圆规”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2日夜间至14日， 海南岛、 台湾
岛、 广东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 广东中东
部沿海、 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
区有200毫米大暴雨。 海南岛东
部沿海、 广东沿海等区域风力最
大可达10级、 阵风12级， 台风中

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最大12
级， 阵风14级。

海南省海洋预报台12日10时
发布南海海浪Ⅱ级警报和风暴潮
Ⅲ级警报： 受 “圆规” 影响， 12
日中午至13日中午， 东沙群岛附
近、 海南岛以东海面有 6米至 9
米狂浪到狂涛， 琼州海峡海面
有5.5米巨浪 。 海南岛沿岸正处
于天文大潮期， 海南岛北部和东
部沿岸将出现60厘米风暴增水，
其中海口市秀英潮位站将出现黄
色警戒高潮位。

据了解， 海口市秀英港、 铁
路南港和新海港已于12日7时停
止作业 ， 预计停运将持续至14
日。 海南省应急管理部门提醒，
渔船及过往船只迅速回港避风，
在港渔船加强安全管理， 停止户
外高空作业和户外聚集性活动，
做好水库巡查预警。 同时， “圆
规” 将给海南农业生产带来严重
影响， 应加固蔬菜大棚等农业设
施， 及时抢收， 减少损失。

台风“圆规”迫近华南
海南提升应急响应至Ⅲ级

防洪的堤坝上 ， 处置险
情， 印下了他们一刻不停歇的
脚步； 临河的村庄里， 挨家挨
户敲门转移群众， 留下了他们
忙碌辗转的身影……

连日来， 共产党员带头奋
战在山西抗洪前线， 用他们坚
实的脊梁， 默默地撑起了抗洪
重任。

村支书的“眼泪”

7日晚至8日下午， 在持续
降雨中， 李家庄村300多名村
民在支部书记高虎全的带领
下 ， 筑起了一条长1.5公里的
“防洪护堰”。

但终因雨大、 上游泄洪，
村子还是被淹了。 小决口发生
在8日18时， 很少流眼泪的高
虎全哭了。

此时还有100多户村民没
有撤， 他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
还抱着一线希望投放沙袋。 与
此同时， 他让老党员郝贵生安
排留下的村民赶紧撤离。

决口最终还是堵不住了，
高虎全狂奔回村， 把5名五保
户转移出村， 在一家小旅馆订
了5间房 ， 把他们安置进去 。
81岁的二伯接连打来4次电话，
让他来家垒坝， 高虎全每次都
说一会儿就去 ， 终究没顾上
去， 二伯气得骂 “这侄儿没良
心”。 村里的18头牛、 20头猪
也全部救出。 至此， 全村无一
伤亡， 人畜平安。

时间倒回8日早晨， 村里
广播喊人， 200多名村民很快
到位， 在外打工的人也陆续回
来了， 学生们赶回来了， 开饭
馆的厨子把店关了也来了……
陆续又回来100多人。

李家庄村位于孝义市大孝
堡乡， 夹在磁窑河、 文峪河之
间， 此次汛情严重。

“急需两台大型水泵排
水 ” “眼下村里还是一片汪
泽，房子浸塌了损失就更大了，
还要购买100箱消毒液，政府安
置点里的23名村民也得去慰问
一下”……高虎全忙活着，嗓子
已经哑得说不清话了。

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在受灾较重的汾西县，近
几日来， 一段抢险救灾的短视
频广为流传。 画面中一位受灾
群众蹲在挖掘机的斗子里，从
湍急的河流对岸转移过来，一

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快步迎上
去， 把她扶下来， 在清冷的灾
区之夜， 留下一个“温暖”的背
影……

她叫訾振培，35岁，僧念镇
副镇长。11日早晨，当记者辗转
在僧念中学的受灾群众安置点
找到她时， 她还穿着那件黑色
的衣服， 正在给几名受灾群众
做思想工作， 劝他们不要冒险
偷偷跑回家，有困难要找她。

53岁的蔡凤英是被转移的
村民之一。 她对记者说， 她家
所在的北门沟自然村地处山
沟， 雨大、 水大，家里3孔窑洞
和其他村民的窑洞一样陆续漏
水、坍塌。6日晚上，訾振培带领
两名村干部抢通道路， 帮他们
转移，几十个村民，她一个个接
到河对岸，送到安置点。

“当时，我又怕又急，当看
到有一个女同志来扶我时，我
感觉来了个救星！”蔡凤英说。

北门沟自然村是訾振培的
包村联系点， 村里老年人多，
70岁的孟耀珍老人腿得了滑膜
炎， 走路疼。 当时訾振培一手
搀着她， 一手打着手机里的电
筒， 一步一步走了半个多小时
到了通车的路上， “一路上，
她像我的孙女一样， 和我聊家
常， 劝我宽心， 慢慢地我的心
情都变好了！”

受灾村民在哪里， 訾振培
就在哪里。灾情发生后，作为分
管安全生产的副镇长， 訾振培
白天在各受灾村庄、 受灾群众
安置点巡查， 晚上回到家里经
常忙到半夜， 有时夜里一两点
还给镇村干部打电话安排工
作。

7日， 有一户受灾群众不
愿意转移， 她带队去做工作，
把人送到安置点时已是凌晨4
点多钟。 訾振培说服老人苦口
婆心， 但带领大家搬离却风风
火火 。 在一次前往村庄的路
上， 一段路基被水淘空， 她一
脚踩下去， 突然塌陷， 人掉进
了一个坑里， 当众人把她拉上
来 ， 她还拍拍身上的泥水说
“看我摔得美不美”， 大家一下
子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了。

“面对灾难， 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 我要把自己最好的工
作状态奉献给受灾群众。” 訾
振培说。

10天10夜的坚守

稷山县稷峰镇下费桥。 这

里是镇上一处抢险救灾 “临时
指挥部” 所在地， 水泵、 挖掘
机、 拉运救灾物资的卡车……
机器声一片轰鸣。 桥上立着一
个大牌子， 上面写着稷峰镇镇
长马鸿的手机号码。

在忙碌的人群中， 记者找
到了马鸿。

汛情发生以来接了多少电
话？ 马鸿已经记不清楚。 他的
嘴唇已经起皮 ， 嗓子已经沙
哑 。 国庆节前就开始值守的
他 ， 已经10天 10夜没顾上回
家。

荆平村是稷峰镇受灾最严
重的一个村。 7日深夜， 马鸿
带着村民和志愿者在村里紧急
加固河坝， 紧急调集来的两大
车水泥卸车后， 瞬间就被水冲
走。 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大， 马
鸿觉得势头不对， 赶紧组织大
家撤离。 有些村民不愿离开，
马鸿急得在雨中扯着嗓子大
喊： “出了问题， 我来负责！”
他劝退大家后不一会儿， 洪水
就涨上来了。

荆平村村民马波说： “抗
洪那晚， 镇长和我们在一起冒
雨守坝、 护坝。 他在， 我们就
安心。” 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个
细节： 当晚村干部组织村民进
行转移时， 马鸿不放心， 又带
人再度进村排查， 挨家挨户敲
门， 直至将最后一位村民送达
安全地点， 他才离开。

在组织群众撤离时， 一位
带着拉杆箱的女孩引起了马鸿
的注意： 女孩双亲均已去世，
只有一个哥哥在县城务工， 车
辆准备开动时， 女孩提出要回
家取东西。 马鸿不放心， 特意
嘱咐一位工作人员与女孩一同
前去， 后来又和一名女同事陪
着女孩到了哥哥那里。 事后马
鸿才知道， 女孩取的东西是亲
人的灵位。

说起这几天的抗洪故事 ，
马鸿的眼圈红了。 “不能有人
员伤亡 ， 这是我们的底线 。”
他说。

这些天， 他惦记着险情 ，
饭也吃不下， 晚上穿着军大衣
守在坝上， 条件允许的时候，
人就缩在坝上的车里合一下
眼， 但心里惦记着抗洪的事，
睡也睡不着。 汾河大坝从东到
西， 几天来他两头跑了不知多
少趟。

雨又开始下。 顾不上和记
者多说， 马鸿转身又投入到抢
险救灾中……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