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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4日以来，受黄河中

游持续强降雨影响，黄河支流

渭河、伊河、洛河、沁河相继涨

水，黄河干流先后形成三次编

号洪水，黄河下游发生新中国

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秋汛。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

防总、黄河防总和河南省委

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

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沿黄各

级党政军民闻“汛”而动，与黄

河秋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遭遇战，实现了确保“不死人、

不漫滩、不跑坝”的防御目标，

取得了河南黄沁河秋汛洪水

防御工作的全面胜利。

黄河干流先后出现3次编号洪水，滔滔
洪水越过三门峡，源源不断涌入小浪底库
区，大坝泄洪洞前狂飙天落，汇集伊河、洛
河、沁河下泄洪水，穿越桃花峪，直扑下游河
道。

10 月 1 日 8 时，黄河花园口流量达
4820立方米每秒，河南黄沁河 100余处工
程2200多道坝、垛、护岸靠河以及濮阳境内
多处生产堤偎水。滚滚大河沛然东下，如同
裹挟着千军万马，向一道道坝垛和堤防发起
猛烈冲击，黄河防洪工程安全、滩区安全、沿
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黄河罕见秋汛，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对秋汛防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国家防总
针对黄河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
副总指挥、应急部部长黄明视频调度河南，
提出应对黄河秋汛防御要求；国家防总副总
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专题会商，提
前作出部署；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部副部
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率国家防总工作
组赴河南省检查指导黄河秋汛防御工作。
国家防办紧急给予物资支援。应急部、水利
部派出专家组指导河南黄河秋汛防御工
作。黄河防总迅速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为迎战新一轮暴雨洪
水打开调度空间。黄河防总常务副总指挥、
黄委主任汪安南多次与河南黄河河务局视
频连线会商研判秋汛洪水防御，派出黄委领
导带队的4个工作组，下沉河南黄河一线指
导防汛抢险工作。

河南省委省政府更是把黄河秋汛防御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10月 4日上
午，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召开全省防汛紧急
视频会议，与省长王凯、常务副省长周霁、副
省长武国定等领导专题会商研判黄河汛情，
安排秋汛防御工作；10月 5日，黄河防总总
指挥、河南省省长王凯主持召开黄河防总防
汛视频会商会议，明确提出“黄河滩区不漫
滩、工程不跑坝、人员不死亡”的防御目标。
秋汛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
线，检查指导秋汛防御工作，要求严防死守
确保黄河大堤安全。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紧急下发
《关于加强黄河秋汛洪水防御工作的
紧急通知》；省防指启动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并先后下发《关于加强黄
河秋汛巡查防守工作的紧急通
知》《关于迎战黄河 3号洪水的
紧急通知》《关于做好退水期间
黄河秋汛防御工作的紧急通
知》等10多个通知，在不同阶段
有针对性地作出安排，派出 3个
工作督察组督导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

沿黄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按
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发扬连续作战
的工作作风，迅速部署、迅速行动。一场防御
罕见黄河秋汛的重大战役全面打响！

按照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政府领导、应急统
筹、河务支撑、部门协同、群防群控”工作机制，
应急部门、黄河河务部门、省防指有关成员单位
与沿黄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突
出险工、控导和偎水生产堤等重点部位防守，把
防汛抢险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沿黄各级党委政府闻“汛”而动，认真履行
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任制，
重点落实巡查防守工作责任。对巡查防守人员
配置、巡查内容、抢险设备作出具体部署；县级
负责人包乡包点常驻一线，乡镇主要领导抓实
抓细抗洪抢险各项措施；各地在靠河险工、控导
工程提前预置 1000多台（套）挖掘机、装载机、
自卸车等大型抢险设备，2300多名河务部门专
业技术人员与 1.2 万余名群防队伍密切配合，
24小时不间断巡堤巡坝查险。

开封市委市政府牢牢扛起防汛救灾主体责
任和属地责任，在重点险工险段加密巡堤查险，
加密机械设备预置，主动加固抢险，坚决抢早抢
小抢住。濮阳市沿黄三县成立前线指挥部，市、
县、乡三级领导包段负责，现场办公，及时调度，
指导巡查防守和险情抢护。兰考县委县政府成
立“1+3+N”指挥体系，每天会商调度，建立任
务清单，明确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汛情就是命令。应急、黄河河务、水利、气
象、公安、通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等防指成员
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上岗到位，形成合力。河南
黄河河务局紧急启动全员防汛抗洪机制，6000
余名干部职工全员进入应急状态，6支黄河专
业机动抢险队集结待命遂行抢险。河南黄河防
汛指挥中心全天候不停运转，与省、市、县三级
河务部门 24小时视频连线，开展 35次会商研

判，指挥调度洪水防御；成立指导工作组、抢险
专家组、督察组等，下沉黄沁河一线实地检查指
导工作；各级河务部门严阵以待，发挥专业优
势，预判险情，及时对工程除险加固或预加固。
省应急厅建立前后方移动视频指挥平台，多次
调度沿黄地区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抓实抓细防御措施，协调预置抢险力量，申请国
家给予物资支持；市县应急部门加快采运、补充
抢险石料。气象部门对黄河中下游气象情况实
施滚动会商，及时提供雨情报告；电力部门架设
照明线路，落实应急照明车辆；通信部门沿堤布
设光缆，保障信号畅通；490多顶帐篷安置在抗
洪抢险一线，为抗洪抢险人员挡风遮雨；沿黄
15个县区预置 2000余名消防救援人员，随时
增援抢险。河南沿黄党政军民尽锐出战，全力
以赴投入到抗御洪水的主战场。

10月 14日，黄河高水位运行已达18天，长
历时、高水位、大流量洪水导致黄河防洪工程出
险几率不断增加，经黄河防汛办公室预估，下游
河道大流量过程还将持续10日左右，黄河防汛
进入决战阶段。

10月 14日晚，省防指副指挥长、副省长武
国定主持召开黄河防汛视频会议，传达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要求，分析研判黄河防汛形势，动
员各级抗洪抢险人员按照“防住为王”的总要
求，切实抓细抓实抓好各项措施，坚决打赢秋汛
防御这场硬仗。

人民安危高于天！大汛面前，全力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是首要任务、重中之重。河南沿黄
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安
排部署，进一步充实巡坝查险力量，主动加强控
导工程防护，提前做好防汛料物储备，前置防守
抢险力量，在与洪水的决战中把握主动。

10月 16日，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
长李国英到河南检查黄河秋汛防御工作并主持
召开座谈会，分析汛情变化，研究应对措施，提

出要认清形势、主动防守、突出重点，预置抢险
力量、料物、设备等，坚决做到抢早抢小抢住。

位于台前县狭窄险段的白铺护滩工程，惊
涛拍岸，面临严峻考验。台前县防指派遣专业
抢险人员进驻现场，与当地 100余名群防队员
昼夜坚守在工程沿线，对 1270 米的工程进行
24小时不间断巡查，抛投 328个铅丝石笼，形
成 4个笼墩控导水流，持续对 900米护滩进行
预加固，牢牢捍卫着黄河大堤的安全。

黑岗口下延控导工程河势上提下挫，形成
上宽下窄的喇叭形“卡口”，工程7号坝至 13号
坝受大溜顶冲及回溜淘刷影响，根石、坦石滑塌
险情交替出现，成为河南黄河最危险的防洪工
程之一。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前线指挥部
及时对险情会商研判，将抢险人员、设备、料物
预置到位。开封第一河务局拟定“谋在河势变
化之前，抢在险情发生之初，护在工程重点部
位”防守方案，30余名黄河专业机动抢险队员
把堤坝作为战场，采取机械装抛铅丝笼等措施，
对7号坝至 13号坝不间断进行除险加固，白天

主动进攻，夜间严防死守，用空间换时间，打好
“主动仗”，始终将险情消灭在萌芽状态。

郑州枣树沟控导、马渡险工，新乡三官庙、
顺河街、榆林控导工程，开封蔡集、东坝头控导
工程，焦作驾部、温县大玉兰控导工程，濮阳南
上延控导、李桥险工、影堂险工等多处靠河工
程，亦是惊涛拍岸，险情不断。沿黄各级党委政
府、有关部门按照“防住为王”的总要求，不松懈，
不麻痹，不大意，一遍遍仔细巡查、一次次精心
研判，一双双熬红的眼睛、一个个疲惫的身影，
汇聚成一股硬核力量，顽强阻击着滚滚洪流。

10月 15日，寒潮将至。沿黄各级党组织
和社会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将温暖及时送
到防汛前线，确保一线职工吃饱、穿暖，保障好
他们的休息睡眠。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等伸出援助之手，捐赠棉服、发
电机等抢险物资，社会企业以不同方式献出爱
心……志愿者们来了，热心群众来了，一箱箱暖
心的物资、一声声贴心的问候，筑起干群同心这
道最坚固的堤坝。

10月 20日，黄河进入了退水
期，黄河河道工程经过较长时
期的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
滑坡、坍塌等重大险情。
经过 20多天艰苦卓绝的
鏖战，抢险人员“人困马
乏”，黄河秋汛防御到了
最关键时期。

10 月 21 日，省长王
凯到兰考检查指导黄河

防汛工作，要求各级各部
门务必认清形势，坚决克服

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进一步
压紧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确保

黄河安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月 23日，黄委主任汪安南再次来到开

封黑下延控导工程、柳园口险工检查指导黄河
防汛工作，鼓舞大家继续绷紧黄河秋汛防御这
根弦，抓细抓实“最后一公里”防御措施，彻底打
赢秋汛防御这场硬仗。

“到抢险一线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请党放心，守护黄河安澜，我们能行！”“洪水不
退，我不退！”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秋雨绵绵，
绿色的雨衣、橘色的救生衣、泥泞不堪的胶鞋成
了河南黄河抢险人员的标配，饿了啃方便面，渴
了喝矿泉水，倦极就在潮湿的帐篷里和衣打个
盹。连续作战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个个斗志昂扬，没有人喊累，更没有人退缩。

随着20多天的强有力战斗过程，石料消耗
数量大增。“坝上有石、心中不慌”，为满足抗洪抢
险需要，副省长武国定签发保障抢险用石的紧急
通知，沿黄各地紧急行动，按照“缺多少，补多少”

的原则，将石料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洪抢险一线。
1.5万名抢险人员严防死守，时刻牢记“防

住为王”。对于重点险工险段，在前期落实1:3
巡查力量的基础上，一个坝头增加 2人定点蹲
查，确保险情及时发现、及早处置。各级河务
部门结合多年来退水期工程出险规律，提前预
判险情，精准除险加固。国有大型企业中建七
局、黄河建工集团成立抢险预备队，随时增援
抢险。

在秋风秋雨交织中，河南沿黄党政军民齐
心协力，始终保持防御力量到位、防御责任到
位、防御措施到位，1.5万名抗洪勇士顶风雨、踩
泥泞，枕戈待旦，连续作战，经过30多个日日夜
夜的奋力拼搏，河南黄河千里长堤寸堤未溃，控
导工程一坝未失，无一人因洪灾伤亡，最终打赢
了黄河秋汛防御这场硬仗。

9 月 27 日以来，河南黄沁河工程出险
之多，料物消耗之大，为历史所罕见。我们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用 2200 多个胜仗实
现了“防住为王”的总体目标。

然而，夺取这场秋汛洪水防御的全面
胜利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因连续多日高
强度工作，一些抗洪抢险人员积劳成疾，累
倒住院，依然牵挂着黄河秋汛防御工作；还
有一些即将退休的同志，主动请战坚守一
线；一批退休多年的老专家，沿河一路“把脉
问诊”，细心提供务实详尽的防守建议；还有
许许多多的“娘子军”“父子兵”“夫妻档”“群
防队”“志愿者”等，栉风沐雨、不分昼夜在一
线坚守，才换来了大河安澜、岁月静好。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
英表示，面对如此艰巨繁重的任务，河南省
委省政府锚定“不伤亡、不漫滩、不跑坝”的
防御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实现了行政首长
负责制从有名向有实转变、防御力量从专
业单元到群防群治拓展、防御任务从总体
要求到责任落实细化、防御措施从被动抢
险到主动前置转变、防御目标从险工险段
到全线全面延伸等五个方面的重大转变，
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防住
为王”的最终结果。这既是对河南黄河防
汛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河南黄河防汛
工作的充分肯定。

10 月 20 日至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黄河视察，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时指出，进入 7
月下旬以来，黄河流域部分地方遭受罕见
洪涝灾害，各有关地方要切实做好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特别是要关心和帮助那些因灾
陷入困境的群众，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保证生产生活正常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对
黄河汛情、群众冷暖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征尘未洗战犹酣。河南黄河全体抗
洪 将 士 将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黄河防总
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夺取河南黄河防汛
的最后胜利，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河南沿黄地
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水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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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不间断巡坝查险 挑灯夜战 抢险队员进行根石探测

人工机械配合，装抛铅丝笼

本版摄影：于澜 祖士保

开封黑下延控导多个坝垛同时展开除险加固

精兵劲旅战长河
——2021年河南黄河防御罕见秋汛洪水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