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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是 2020年全国高考首日，当天
下午在安徽歙县第二中学的两间教室
里，40 余名高考考生没有紧张的数学
考试，而是安静地做着复习，或翻阅、
或默读、或抄写……讲台上，老师正和
几名学生轻声交流着。

7 月 7 日凌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
遭遇 50 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县城多处
洪水“上路”、严重积水、道路受阻。

洪水造成道路受阻严重，据考生
的家长和学校老师回忆，7日上午语文
考试开考前，路面积水很深，一些深水
处的水位已漫至小轿车车顶，出行受
到很大影响。

对此，歙县县委、县政府启动紧急
预案，学校与家长们也想方设法确保
考生及考务人员安全进入考场，但终
因水情太大，大部分考生未能抵达考
点，全县 2207 名考生中只有约 500 人
抵达。

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区原
定 7月 7日的语文、数学科目考试延期
至 9日举行，7月 8日综合、外语科目考
试正常举行。

延期决定发出后，当地教育部门
紧急安排各校组织学生复习备考，积
极疏导考生情绪。7日下午，在歙县第
二中学，高三（9）班班主任董祥战一直
在忙着打电话、发信息，他需要摸排登
记班级考生的情况，如身在何处、受洪
灾影响情况、明天考试交通安排等。

记者见到董祥战时，他的裤管还
是湿漉漉的，刚刚对考生进行了心理
辅导的他说：“今天是对我们全体师
生的一场特殊考试，我们需要尽快调
整心态、勇敢面对，才能赢得后面的

考试。”
高考两科虽然延期，但歙县上下

正在紧张应对一场应急大考。为了应
对突发天气，歙县教育局 7 日下午组
织考生根据考点情况就近入住，如在
老城区考的考生住到老城区，在新城
区考的考生住到新城区，并在一所小
学内布置了备用考点。歙县公安局制
定了一条应急交通保障线路，并在交
通接驳点安排工作人员引导。

中国移动安徽公司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用皮划艇运送发电设备前
往歙县节点机房，确保考点区域的通
话网络平稳。电力工人吴刚 7 日一早
蹚着深过腰间的积水进入考点，对电
力设备进行紧急安全排查。

“也准备了冲锋舟等应急交通工
具。明天（8 日）一切的任务就是确保
考试顺利进行，让孩子们都能安全、准
时地走进考场。”歙县教育局局长汪天
平说。

“ 这 是 一 场 对 考 生 意 志 力 的 考
验。”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方双虎
说，高考是一次成人礼，不仅是知识考
还是心理考，建议考生多主动开导、鼓
励自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
调整到最佳应考状态。

8 日 8 时，天空还下着小雨，考生
们已陆续抵达现场，10 余辆送考的大
巴车停在歙县第二中学外不远处，交
警和志愿者们正在校门口维持秩序。
考生的家长黄女士把孩子送进校门
后，一直舍不得离开，“孩子状态看上
去还不错，相信她一定能赢得这场特
殊的‘考试’。”她说。

新华社合肥7月8日电

一场特殊的“首日考”
——安徽歙县高考延期背后

7月 8日 9时起，位于浙江建德的新安江
水库开启 9 孔泄洪闸，据水库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泄洪是新安江水库建成 61年来首次
正式 9 孔全开泄洪，水库的水位也达到历史
最高值 108.45 米，而此前水库最高水位为
1999年 6月的 108.37米。

7 日 10 时，新安江水库开启 3 孔泄洪闸
泄洪，由于降雨量及上游来水量大，入库流
量依然大于出库流量，新安江水库水位继续
快速上涨。浙江省防指在 7日 12时、16时连
续两次调整泄洪道数量，16 时加大至 7 孔泄
洪。

根据气象预报，建德市及新安江上游地
区未来天气仍以阴雨天为主，防汛形势依然
复杂严峻，新安江水库需进一步增大下泄流
量，在沿江各地区紧急转移人员做好应对准
备工作后，于 8日 9时 9孔全开泄洪。

据浙江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启
9 孔泄洪闸泄洪后，泄洪闸泄洪流量达到
6600 立方米每秒，发电流量 1200 立方米每
秒，总出库流量 7800 立方米每秒。截至 10
时，入库流量 6390 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
7602立方米每秒，缓解了上游防汛压力。

杭州市防指发出提醒，新安江、富春江、
钱塘江沿江区县市居民应增强安全意识，做
好应急准备，尽量减少外出，切勿在江边逗
留观看，严禁捕鱼、捞鱼、近水游玩等。

浙江省气象局介绍，据目前资料分析，
受副热带高压南落影响，梅雨带有所南压，
预计未来三天浙北南部和浙中地区将持续
大雨暴雨。同时，预计未来三天浙江省中北
部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发生小流域山洪、城
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极高，建
议加强防范。 新华社杭州7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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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通道被堵多酿悲剧
7月 2日 5时许，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

遂城镇友谊新村一幢 5层居民住宅楼发生
火灾。经核实，被困人员为一家六口，其
中 5人因抢救无效死亡，最小的年仅 5岁。

遂溪县消防救援大队长洪振和告诉记
者，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消防通道
被私家车堵住，其中一辆私家车正停在路
中间，完全挡住了道路。救援队组织当地
群众、公安人员等十几个人，动用了移车
仪、花了六七分钟才把道路打通。

“如果不被堵住这六七分钟，损失肯
定不会这么重。”洪振和说，消防救援的时
间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消防队从接警到
消防车离库的时限，白天是 45秒，晚上是 1
分钟，现场作业挂高梯等都是以秒为单位
要求的。

“每次出警，最担心的就是遇到消防
通道被堵塞的情况。”杭州市消防支队宣
传科副科长杨博轩说，“消防车的宽度是
2.5 米，按照规定，消防通道至少得保证 4
米左右的宽度，但一些老小区里绝大部分
地方根本达不到要求。”

除了宽度不达标，道路上方的可通行
高度也成问题。根据相关规定，消防车通
行的高度要求为 4米，如果不达标，消防车
在通过时，车辆便会受损，通过范围内的
电线、树木等也会受到破坏。

杨博轩表示，一旦消防车无法抵达事
故现场，消防员就只能携带水枪、水带徒
步赶往火场，这无疑大大增加救援的时间
和难度。

消防通道堵塞现象多发
记者近日走访广州、杭州等地的小区

看到，几乎所有的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处都
挂有显眼的“消防通道，禁止停车”标牌，
但一些消防通道仍停了不少车。

在杭州市西湖区一小区，记者发现，
两三百米的消防通道因为大量车辆停放，
最窄处宽度已不足两米，小车只能勉强通

过。“对向而来的车辆因错车困难，造成数
十辆车动弹不得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
发生紧急情况，临时疏导车辆给消防车让
路，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该小区保安朱
师傅说。

为何“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警示如
此没有约束力？一方面，部分老旧小区存
在道路狭窄、停车位难求的情况，许多人
就打起了消防通道的主意。另一方面，一
些车主思想上的懈怠与不重视也是重要
原因。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名市民的

“吐槽”一针见血：“经常这么停的，一般没
有人说，反正发生火灾也是小概率事件”。

对于小区内挤占堵塞消防通道的行
为，多家物业公司表示，自己没有处罚权，

惩戒力度比较小。在小区外，记者也遇到
了部分城管、交警等工作人员“抄牌”情
况，然而由于车辆流动性大、车主抱着侥
幸心理，再加上有些小区停车资源确实紧
张，执法也不能随时进行，即使“抄牌”，也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
安全疏散行为的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罚款；个人堵塞消防通道的，处警
告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

相较于这种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现
行法律只有行政处罚，且处罚太轻，难以
起到约束作用。“堵塞消防通道是人命关
天的事，但很少有车主为此担责，违法成

本太低，缺乏事后处罚机制，因此很难杜
绝此类行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
究员彭澎说。

综合施策打通“生命通道”
今年 1 月，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专

门针对妨碍消防车通行下发《打通“生命
通道”集中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在全国集
中开展该项行动。

“对于乱停乱放的车辆较为常见的处
置方式就是物业贴纸条、交警贴罚单，要
引起车主重视必须有惩戒措施，‘只贴条
不拖车’起不到震慑作用。”彭澎认为，消
防、交警等有关部门要联合执法，及时清
理“生命通道”，才能防患未然。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消防部门和小
区物业公司、居委会等还未真正形成相应
的联动机制，当社区出现危险时，处于事
发第一现场的物业公司、居委会无法第一
时间加以处置。在救援车辆赶赴小区的
同时，如果社区单位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
任，提前联系车主挪开车辆，就能缩短救
援时间，让出“生命之路”。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认为，小
区物业和居委会要当好“疏通方”，一方面
和业主及时沟通，督促业主文明停车，加
强宣传以提高市民应急意识；另一方面，
当危险发生的时候，主动配合急救或消防
人员，疏通安全通道，把在小区内的时间
浪费降到最低。

“对于有条件的小区，还可以考虑建
设微型消防站，科学整合基层群防群治力
量和网格化组织。”杨建华认为，微型消防
站的设立将灭火救援力量延伸到一线，值
勤人员熟悉商圈内建筑及周边情况，一旦
发生突发情况，可迅速出警，对灭火救援
工作至关重要。

此外，彭澎建议，老城区、城中村通过
建造立体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缓解停车
难。要从立法、停车、执法和加强相关物
业管理方面综合施策，才能打通“生命通
道”。 新华社广州7月8日电

消防通道为何常遭此路不通
近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处民宅发生火灾，一家六口中有 5 人不

幸身亡。据当地消防人员介绍，由于消防通道被私家车堵住了六七分钟，
导致救援错过了“黄金时间”。

《消防法》明文规定，不得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但在近年来全国多地
发生的火灾事故中，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屡见不鲜。为何总在付出惨痛代
价后，人们才想起“生命通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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