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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高敬

时至7月下旬，南方尚未出梅。正常情
况下早该结束的梅雨期为何出现超长情
况？今年梅雨期的降雨量为何异常偏多？

20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南京大学
气候预测研究联合实验室主办2020年梅
汛期降水异常成因研讨会。来自国家气候
中心、中央气象台、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
程大学的专家学者，湖北、安徽等省气象
局一线的业务科技工作者参加了研讨。

原因：梅雨期长、梅雨锋强

“今年入梅偏早和梅雨锋偏强，是长
江中下游梅汛期降雨异常偏多的直接原
因。”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指出。

丁一汇介绍，2020年南海夏季风爆
发偏早，6 月上中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副高）偏北，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入
梅偏早，梅雨期偏长。

“冷暖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势均力敌，
致使梅雨锋偏强。”他分析指出，2019年
秋季开始了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同时
北印度洋海温异常偏暖，导致副高显著
偏强，副高引导的水汽向长江中下游地
区输送明显偏强；南海夏季风爆发后，来
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水汽往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输送也较强。与此同时，中高纬度

经向环流发展、冷涡活跃，冷空气向长江
中下游地区爆发偏强。冷暖空气在长江
中下游交汇，致使梅雨锋偏强，长江中下
游地区降雨明显偏多。

会议采用“现场+视频+直播”的形式，
设立网络会议室和直播室，便利各地专家
学者和一线业务科技人员参与研讨。

专家将今年降雨形势与2016、1998
等年份的降雨情况进行了比较。有专家提
出，1998年和2016年的洪灾发生在极端
厄尔尼诺事件形成之后的衰亡期。但今年
形势有所不同，是在一次弱厄尔尼诺事件
之后。这提示相关科研人员和气象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相关原因、机理的研究。

威力：“超长”梅雨、极端性强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余勇说，梅雨是
我国汛期重要的天气气候系统。根据国
家气候中心监测，今年我国江南地区 6
月1日入梅。

他表示，目前情况看，今年梅雨有以
下特点：一是入梅早，梅雨期长。入梅时
间比常年偏早一周，目前还没有出梅，初
步预计今年出梅时间将比常年（7 月 15
日）偏晚一周以上，梅雨期异常偏长。

二是雨区重叠度高，长江中下游累
计雨量大。南方地区经历了 9 次大范围
强降雨过程，湖北、重庆降雨量为历史同

期最多，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已超过1500
毫米。

三是单日雨量大，极端性强。入梅以
来，有不少县市日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
值，最大日降雨量达 538 毫米（7 月 7 日
出现在江西莲花山），最大小时降雨量达
163 毫米（6 月 12 日 03-04 时出现在贵
州正安县碧峰镇），极端性很强。

余勇说，受此影响，我国南方地区防
汛形势十分严峻，长江中下游和太湖、鄱
阳湖、洞庭湖等持续处于高水位，长江已
发生2次编号洪水，淮河已发生今年第1
号洪水，汛情可能继续发展，南方多地暴
雨洪涝灾害重。

关注：后期雨带、台风变化

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
段。余勇表示，主雨带什么时间北跳、是
否会发生在长江流域摆动等，受到各方
面高度关注，事关防汛救灾重大决策举
措。

“要将做好当前梅汛期技术工作总
结和做好后期气象服务工作相结合。”他
说，气象部门务必要抓好并尽可能抓准
出梅后雨带北跳、台风活跃期等关键时
间节点的预报服务，为全国防汛救灾工
作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2号台风“鹦鹉”是今年以来我国唯

一一个登
陆 台 风 。
进 入 7 月
份 以 来 ，
西北太平
洋和南海
还 没 有 台 风 生
成。余勇说，预
计未来一周，台
风 生 成 的 可 能
性也不大。

他说，若雨
带北跳、而台风又不活跃，
南方地区会从当前的洪涝
状况迅速转向高温热浪，对
此要高度警惕，认真分析，扎实做好“七
下八上”预报预警服务各项工作，切实担
负起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责任。

余勇表示，要将做好预报预测分析
总结工作和做好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工作
相结合。气象科技工作者要关注气象灾
害风险管理工作，暴雨洪涝灾害过后，各
地很快将进入灾后恢复重建期，除了从
降水特点出发的气象因子致灾风险性的
研究之外，还应该认真分析致灾机理，研
究经济社会和承灾体特征，必要时开展
实地的灾情调查和分析，为提高全社会
防灾减灾能力和灾后重建提供强有力的
科技支撑。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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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 7 月
19日，火箭军某
基地官兵在江西
省鄱阳县油墩街
镇西河东联圩用
防 浪 布 加 固 堤
坝。 新华社发

下图为 7月
21日在安徽省合
肥市巢湖边拍摄
的被水淹的建筑
（无人机照片）。
当 日 10 时 24
分，巢湖中庙站
水位达到 13.36
米，该水位系巢
湖洪水设防的百
年 一 遇 标 准 。

新华社发今年梅汛期，降水为何这么多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闻 王洁

“不用定期输血，人有精神了，脸
上也有了血色。”7月21日，在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血液科病房，来自永州市的
贾女士放心了。7岁的儿子凯凯（化
名）围着她又跑又跳。作为一名曾经
每两周就要输血的重型β地中海贫血
患儿，凯凯脱离输血依赖至今已53天。

当天，湘雅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该院与华东师范大学刘明耀教授
科研团队合作开展的“经γ珠蛋白重
激活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
型β地中海贫血安全性及有效性”临
床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包括凯凯在内
的 2 例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接受自
体造血干细胞“γ珠蛋白重激活”治疗
后脱离输血依赖，目前血红蛋白稳定
维持在120g/L以上。

经文献检索证实，这是全国首个
通过“γ珠蛋白重激活”技术治疗地中
海贫血的成功案例，也是国内外第一
个通过“γ珠蛋白重激活”技术成功治
疗 β0/β0 基因型重度地贫的案例。
这意味着重型 β地中海贫血患儿有
了新的根治手段。

地中海贫血是我国广东、广西、湖
南等南方地区最常见、危害最大的遗
传病之一，仅湖南省常住人口地贫基
因携带率就高达7%，基因携带人数约
500万。这是一种因珠蛋白肽链合成
障碍而导致的遗传性溶血性贫血，患
者体内血红蛋白异常，红细胞无法向
身体输送足够氧分。重型β地贫患儿
通常在出生后3至6个月开始出现症
状，多表现为重度贫血、面色苍白、肝
脾肿大、黄疸、发育不良。

目前，地中海贫血最主要的维持
治疗方法是规范性终身输血和去铁
治疗，重型地贫患者往往每2至3 周
就要输一次血，不仅治疗费用高昂，
且可能由于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一
般活不过成年。而国际公认的根治
方法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如果说输血是将‘果实’输入到
患者体内，通过补充正常的血液来纠
正贫血，那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就是把别人健康的‘种子’移入进去，

让正常的造血干细胞在体内取而代
之、生根发芽，从而彻底摆脱输血。”项
目主要研究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血
液科付斌副主任医师介绍。但是，造
血干细胞移植只适用于一部分能等到
合适配型的患者，且面临植入失败、感
染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等的风险。

有没有可能找到患儿体内的健
康“种子”重新激活，从而帮助患者自
己恢复造血功能？

经过不懈努力，科学家们找到了
血红蛋白中的γ珠蛋白基因。

“γ珠蛋白基因具有胎儿期正常
‘表达’、出生后逐渐‘沉默’的个性，
它在胎儿时期生成的胎儿血红蛋白，
同样具有载氧功能。β 地贫患者是
由于β基因缺陷，从而导致贫血。我
们通过‘唤醒’沉默的正常 γ珠蛋白
基因重新‘表达’，再移植进入其体
内，生成患者自身的胎儿血红蛋白，
代替β基因来行使携氧功能，纠正贫
血状态。这些‘生命种子’在体内生
根、发芽，从而帮助患者摆脱需要定
期输血的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刘明
耀教授解释。

此次接受治疗的两位患者分别为
7岁和8岁的男童，均为重型β地贫患者

（基因型分别为β0/β0和β+/β+型）。
在接受治疗前，他们分别每2周和3周
就需要输注2个单位的浓缩红细胞。
他们没有同胞全相合的供者，在无关
骨髓库中也没有匹配的供者，经过充
分知情同意后加入了临床研究。

4月29日，经过外周血造血干细
胞的动员和单采，在实验室分离后完
成γ珠蛋白重激活，然后回输到经过
预处理的两位患儿体内。随后，2个
孩子顺利通过了全血细胞减少关、感
染关、药物毒性关和免疫重建关等，γ
珠蛋白重激活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他
们体内重新恢复造血。

“移植后1个月，两名患儿就脱离
了输血。2个月后出院，回归正常学
习和生活。目前移植后近3个月，γ珠
蛋白重激活效率已超过90%，患儿的
血 红 蛋 白 稳 定 维 持 在 120g/L 以
上。”付斌表示，孩子出院后不需要额
外药物治疗，医院将继续通过定期随
访，监测患儿体内的血红蛋白水平。

全国首个通过“γ珠蛋白重激活”技术治疗的成功案例——

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
有了新的根治手段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陈薇）
7月20日，省文联召开大型交响叙事组
歌《苗寨的故事》排演工作协调会，正式
启动该组歌的排演工作。这是我国第一
部表现新时代“精准扶贫”首倡地“首倡
之为”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省文联相
关领导、《苗寨的故事》词曲作者以及主
办、承办、协办、演出单位的相关负责人
参加会议。

根据计划安排，《苗寨的故事》将于
10 月 21 日在长沙音乐厅首演。据介
绍，《苗寨的故事》作为省文联脱贫攻坚
主题文艺创作三年行动签约项目，是根

据省委领导指示组织创作的一部表现脱
贫攻坚主题的大型组歌，由一级编剧金
沙作词，一级作曲孟勇作曲。作品讲述
了美丽神秘而贫穷偏僻的湘西苗寨，通
过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
要论述，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感人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该组歌是一部把生活
腹地当成创作高地的潜心耕耘之作。金
沙、孟勇从2017年12月开始构思到2020
年5月中旬完稿，历时近3年。他们深入
湘西苗寨体验生活，不断从生活中汲取创
作灵感、挖掘创作宝藏，几乎跑遍了湘西
花垣县所有乡镇和特色苗寨。金沙表示，

歌词采用了火塘、石板路、苗鼓、木板房、
小阿妹等极具湘西苗族文化特色的词语，
孟勇也透露，音乐主要由湘西花垣县麻栗
场苗族高腔演变而来，同时运用苗族平
腔、巴代音乐的特色音乐结构和节奏，具
有鲜明的湘西苗族风格。

据了解，《苗寨的故事》由《云雾深处》
《风吹来》《大阳升起》等3个乐章、共17首
歌曲组成，每个乐章采用最具湘西苗族特
色的围着火塘唱苗歌的方式作引子，将采
用男声独唱、女声独唱、齐唱、男女声二重
唱、领唱与合唱、童声与合唱、混声合唱、
无伴奏合唱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组歌

中的歌曲《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已入选中
宣部第七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歌
曲《我们圆了小康梦》也已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媒体播出，并登上“笑满三湘”湖
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的舞台。

协调会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就
《苗寨的故事》的表现形式、内容编排、排
演安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信
心满满，纷纷表示将全力以赴做好排演
的各项工作，力争将《苗寨的故事》打造
成一台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留得下的
精品力作，使其成为一幅具有独特浓郁
湘西苗寨风格的音乐风情画卷。

我国首部表现新时代“精准扶贫”首倡地“首倡之为”的大型交响叙事组歌

《苗寨的故事》排演启动
预计10月在长首演

湖南日报 7 月 21 日
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叶建武 刘思佳）今
天，“决战脱贫 决胜小
康”——2020 年全省“欢
乐潇湘”精准扶贫优秀文
艺作品巡（展）演活动部
署暨群文艺术创作专题
研讨会在长沙召开。会
议计划，组织优秀文艺作
品在怀化市辰溪县、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
县、株洲市炎陵县、湘潭
市韶山市开展惠民巡演
后，于 11 月 3 日在湖南
戏曲演出中心进行集中
展演。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共同主办，以“决战脱
贫 决胜小康”为主题，创
作巡（展）演一批反映我
省人民在脱贫攻坚、全面
小康建设中取得的巨大

成就，展现新时代湖南人民美好生活的
优秀群众文艺节目。

在群文艺术创作专题研讨环节，省
文旅厅提出，今年的群文作品创作要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抗
击疫情、情系农民工、军民鱼水情、关爱
特殊人群等题材，为冲刺中国艺术节群
星奖做准备。会上，我省音乐、舞蹈、戏
剧、曲艺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及优秀群文
作品作者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真是太幸运啦！2019 年我和同
学肖文鑫、刘宇康组队获得了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这让我们有
机会被推荐‘专升本’免试录取。我们
都被湖南文理学院录取了，好开心！”
7 月 21 日，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学生柏
松杰激动地说。

凭借一技之长，可以免试读本
科——这是我省今年推出的“专升本”
新政。只要是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
能大赛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
二、三等奖和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一等奖的，都具有“专升本”推荐免试
资格。据统计，今年有来自全省44所
高职院校的540名学生，将以这种方式
迈入本科院校大门。

练成技能高手
他们圆了本科梦

柏松杰是湖南科技职院软件学院
移动应用专业3172班学生，2019年他
和同学肖文鑫、刘宇康以省赛排名第
一的成绩，参加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赛项比拼。

技能大赛磨练的不仅是技艺，更

是意志。面对纷繁复杂的代码和程
序，面对紧张的备赛压力，柏松杰等同
学咬紧牙关，死磕到底。编程出BUG，
程序功能实现不完整，柏松杰等3位同
学就用无数次练习、讨论、调试来精益
求精。困了累了喝红牛是他们的奋斗
标配，“711”的作息表是他们拼搏的注
脚。最终在国赛中，他们沉着应对，在
题目中无任何失分，斩获全国技能大
赛一等奖，登上了全国高职学生技能
水平的“珠峰”。

“这不仅是一份幸运，也是一份荣
誉。”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
与管理专业的曹炀，因获得2019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养老服务技能赛
项一等奖而获得“专升本”推荐免试资
格，将迈入吉首大学读本科。

回想一年前备战国赛的时光，这
个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刻骨铭心”来
形容。曹炀说，这次参赛也让她增长
了见识，尤其是接触到的一些养老现
象引发了她研究的兴趣，“我相信本科
学习会让我受益良多，我立志要当一
名‘青春养老人’。”

提升学历学力
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据了解，这些技能高手免试“专升
本”后，可随同本校本专业学生进入其

就读学校签约的“接收院校”对应专业
学习。除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不举办“专升
本”教育外，我省范围内其他普通本科
院校均可举办“专升本”教育。

他们进入本科后，将直接进入普通
本科三年级学习，在普通本科院校学习
两年（本科学制为五年的专业学习三
年），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达
到毕业要求的，颁发本科毕业证书；达
到学位授予要求的，将按有关规定授予
学士学位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作为高职院校，我们历来重视对
学生技能素质的培养。新政的出台，
将进一步促进学校以赛促教，激励学
生苦练技能。”湖南科技职院党委书记
李三福表示，学校下一步将继续狠抓
人才培养质量，大力培育学生的工匠
精神。

“新政拓宽了高职学生提升学历
的通道，进一步完善了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培养体系，顺应了产业转型发展
升级对人才要求更高的需求，满足了
技能型人才对学历提升的愿望和自身
成长成才的期待。”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处处长余伟良介绍，通过
本科学习后，这批技能高手的学历学
力都将获得提升，理论与实践能力将
进一步贯通融合、相互促进，也将为我
省培养出更多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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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推出教育新政助力大国工匠培养

540名技能高手免试“专升本”

汛情应对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大
局，更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6月以来，我
国南方地区降水总量多、局部地区强度大，数
百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形势严峻。

会商是防汛工作的重要决策方式，针
对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
利部等部门加快会商，讨论确定工作部署。

“3月入汛以来，我们开始进行会商，到了
5月份，每天都要会商。”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
中心主任孙春鹏说。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商财政部已累计下拨中央补
助资金17.55亿元，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累计调拨

中央救灾物资9.3万件，用于支持受灾地区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按照“哪里最危险、就赶赴哪里”的原则，增援地方防

汛抗洪，是打赢防汛“持久战”的重要保障。
针对安徽省境内长江干流、淮河流域严峻汛情，应急管理

部19日紧急调派1500名消防指战员增援安徽抗洪抢险。入汛
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救援7961起，出
动消防指战员9.57万人次，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2.2万人。

增派工作组，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各项防汛救灾工作，
是确保安全度汛的关键之一。截至目前，国家防总已增派
6个部级工作组，赴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重
庆等7个重点地区指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

面对严峻汛情，各部门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全力以赴抢险救
灾。主汛期以来，自然资源部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成功避
让地质灾害超120起，应急避险逾5000人；中国气象局严密监测
各种灾害性天气过程，每天滚动会商天气……

“应急管理部将继续与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进一
步分析研判雨水汛情，安排部署当前防汛抗洪工作。”应急管
理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