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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为了看住隐患点，他们披荆

斩棘，跋山涉水，不管是泥巴裹满了裤腿，又或是汗水湿透了衣背，从未有过半点怨念。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背

起的是守土有责的承诺。

一双雨靴、一只电筒，一面锣、一根棍……他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行动化危为安，用责任坚守阵地，暑来寒

往、风吹雨打，无阻无碍却又无怨无悔，他们用一颗初心保全了一方乐土，给广大人民群众撑起了安详的天空。

他们，就是——“地质灾害监测员”。

雨中逆行，他们是地灾一线最可爱的人！
□ 朱西敏

“发生滑坡、泥石流时，不能顺着石
头、泥石流滚动的方向跑，要从左右两个
方向跑，尽快逃离危险区……”每年汛
前，向受威胁群众开展防灾知识宣传成
为王松和必须要做的事，坚持到今年已
经 8年了。

2013 年，王松和担任了休宁县蓝田
镇南塘村山下组滑坡群测群防员，他勤
勤恳恳、认真负责，详细做好监测记录，
并及时向镇政府汇报监测情况。“我除了
日常巡查外，一旦收到地灾、气象预警，
首先就是通知老百姓转移，然后再对监

测点进行排查，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王松和介绍，每年汛期他都要拿上
测量工具到所负责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
行巡逻，对地质灾害点作实时监测。按
照预警等级的要求，王松和及时组织群
众转移并安置在自己家中，不计回报。

为了更好地监测灾害隐患点情况，
王松和积极与村民沟通，宣传政策，提供
用地用电，及时妥善解决监测设备安装
出现的纠纷。同时，他还积极对上争取，
解决了村中通讯信号不畅、道路硬化等
问题，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可。

王松和：守护家园保平安
自 1983年第一次发现了祁门县箬坑

乡红旗村里中组滑坡那天起，王新发就成
为了一名群测群防员，一件雨衣、一只电
筒、一面锣、一双雨靴伴随了他38年。

“我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地灾监
测事业。”为做好监测工作，王新发不能
外出务工，也放弃了和子女团聚的机会，
多年来一直坚守岗位，无怨无悔。王新
发负责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他家屋后不
远处的山上，平日里人烟稀少、草木丛
生，上山的小道还是他千百次巡查走出
来的。高达数米、坡度近 60度的陡峭斜

坡极难攀爬，也让王新发的巡查吃了不
少苦头。“每年汛期巡查的时候，滑倒、刮
伤、中暑、蚊虫叮咬都是常事，这么多年
都习惯了！”

在认真做好日常监测工作的同时，
王新发还动员隐患点附近受威胁群众不
等不靠，在屋后修筑石坝，有效减轻了灾
害风险。特别是寒暑假期间，王新发还
特意前往群众家中，教育孩子们不要在
危岩下玩耍，以免发生意外。今年，他积
极配合政府申报了该点治理项目，争取
早日消除隐患威胁。

王新发：青春无悔消隐患

“每到下雨天，我的心就是悬着的。”
在休宁县溪口镇中和村杨家山组滑坡群
测群防员朱天玉的记忆里，每年梅雨季
节，只要下雨，就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走进朱天玉的家，入门处一张“行军
床”格外醒目。“汛期到来的时候，我怕听
不到预警信息的电话声，都是在这里对
付的。”由于地处山区，朱天玉所处的地
质灾害隐患点网络信号很差，对外通讯
只能依靠一部座机电话。每当接到险情
电话，朱天玉总是第一时间，拿起手电
筒、拎着铜锣，挨家挨户在村里通知。近

些年，年轻人都外出务工，这对转移工作
来说难度很大。2019 年 7 月，一轮强降
雨突袭黄山，朱天玉在巡查中发现，隐患
点出现裂缝，情况十分危险。他第一时
间上报后，配合当地政府对 18名受威胁
群众进行转移，并妥善安置。

“监测员事虽小、责任重大！这个工
作总要有人做，我是党员，我更应该顶
上！”质朴的话语里传递着一名 30 年党
龄老党员的初心。大山深处，朱天玉正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干部在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中的使命和担当。

朱天玉：大山深处党旗扬

“白天还好，如果是晚上下暴雨，整
晚都要巡逻、监测，一旦发现有山体塌
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苗头，要第一时
间通知村民，迅速转移。”汛期连日的强
降 雨 ，常 常 让 江 林 德 连 续 几 天 睡 不 踏
实。今年以来，他曾先后 6 次协助上级
部门转移受威胁群众，得到了上级部门
和群众的认可。

2004 年 4 月，江林德开始担任歙县
上丰乡岩源村屋基一二组滑坡群测群防
员。每年汛期，他总是只身一人拿着电

筒快速到达隐患点查看，测量、记录、比
较、上报……他夜以继日地监测地灾变
化和预判险情，时刻保障着当地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每年汛前，他都会前往
隐患点受威胁群众家中了解居住人数等
情况，及时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
卡和地质灾害避险明白卡。

“最大限度保证隐患点威胁区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的职责。”做村民生
命安全的“守护人”，江林德说到也做到
了。

江林德：村民安全“守护神”

自 2015 年担任祁门县祁山镇秀明
小区滑坡等地灾点群测群防员以来，杨
建兵始终将责任抗在肩上，坚守地灾点
一线，时刻绷紧安全弦，用行动守护一方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杨建兵负责三里街区域 67 平方公
里范围内的地灾点、切坡建房点巡查防
范工作，监测的区域多为山地林地，地质
结构复杂，群众连片建房，大多是依山而
建且人口密集。每次巡查，杨建兵都要
来回跑几十公里，微信步数常年保持在

20000+，衣服也是湿了干、干了湿，个中
辛苦、不言而喻。今年，新兴路 91 号因
强降雨发生 2 次塌方，在转移受威胁群
众中，他背起老人撤离，因天黑路滑，自
己头部撞墙受伤，但仍坚持将老人转移
至安全地带。

“我的工作做得越细致，群众的生
活就越安全。”由于杨建兵在地质灾害
群 测 群 防 方 面 做 出 大 量 工 作 ，措 施 得
当，工作到位，今年，他获得了全市十佳
群测群防员称号。

杨建兵：日行两万为大家
吴建华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当

地的地形地貌，一草一木都熟知，2000
年 4月，他主动请缨担任歙县霞坑镇石
潭村东山组滑坡群测群防员。20 多年
来，吴建华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全年
无休，涉过险、摔过跤，划过的伤不计其
数，但却始终把村民的安危放在第一
位，日日巡查守护大家的安全。

“不管是汛前、汛中还是汛后，地灾
点的监测工作都不能断！”每年汛期时，
遇到强降雨天气，吴建华还主动增加巡

查次数，并详细记录监测情况，做到对
地灾隐患点变化情况了然于心。“每天都
要去好几次，看看山体是否有变化、裂缝，
确保没事才安心。”吴建华说，石潭村地处
山区，留守的村民大部分是老年人。“党委
政府把这个责任交给我，全村人的生命安
全在我的手中，不能疏忽大意。”

除了做好监测工作，吴建华还积极
配合做好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安装工作，
协助解决安装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为
隐患点的防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吴建华：地灾监测排头兵

“地质灾害点监测工作既枯燥又辛
苦，但关系到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能
有半点马虎！”作为黟县美溪乡社屋前泥
石流群测群防员，余水和表示，他一定会
坚守好岗位，做好监测工作。

2002 年，余水和主动担任黟县美溪
乡社屋前泥石流群测群防员，还统筹该
村其他隐患点的监测工作。每年汛期，
他都按照要求认真开展地灾点、切坡建
房点隐患排查巡查。遇到强降雨天气，
他几乎整天都“不着家”，围着泥石流隐
患点附近地带来回巡查，雨下得越大，巡

查越密集，哪怕是半夜三更，只要下大
雨，他都要去隐患点看看。如果发现异
常情况，余水和总是第一时间上报，并配
合当地政府做好群众转移工作。

对于地质灾害监测员来说，监测方
法正确与否直接关乎监测数据的准确与
否，直接影响对整个隐患点的分析和判
断。“把棍子拴上线插在裂缝两侧，如果
棍子歪了，或者线变紧、断了，就容易出
现泥石流。”通过多年的监测，余水和总
结出了许多监测的“土方法”，监测效果
明显。

余水和：勇当汛期“逆行者”
2014 年 4 月，姚 龙 光 担 任 歙 县 杞

梓里镇长川村富坑滑坡群测群防员，
此后，他时常都要到地质灾害隐患点
巡逻，对地质灾害点作实时监测。雨
大时，他早上 4 点不到就要上山监测，
转一圈下来要一个半小时，一天最少 3
次。每次监测完之后，姚龙光都要认真
记录监测结果，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习
惯。

2020 年 7 月 21 日，歙县遭受强降
雨侵袭，姚龙光在日常监测过程中发现
隐患点附近一处屋前出现约 2 指宽的

裂缝，情况十分紧急，随时会有滑坡的
危险。他立即报告政府，并随即开始组
织群众转移。“有危险，大家赶快撤离！”
姚龙光敲着锣挨家挨户上门通知。当
他得知有 3 位村民因瘫痪在床无法转
移时，他不顾自己患有关节炎，在雨天
路滑的情况下，仍然咬牙坚持将村民背
到安置点，直到最后 1位瘫痪的村民安
全到达安置点后，姚龙光才安心坐下休
息。“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只有一个
念头，一定要把群众转移出去！”姚龙光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党员的初心。

姚龙光：实际行动葆初心

“作为群测群防员，辛苦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责任，我要守好地灾点，守
好大家的安全。”80后谢胜平从事地质
灾害监测工作时间虽不长，但却十分认
真。汛期期间，他总是起早贪黑巡查一
线，第一时间排查险情，用责任守卫着
一方百姓的生命安全。

2019年 5月，回乡创业的谢胜平主
动请缨，担任徽州区富溪乡富溪村双
坑口谢国兵等 10 户屋后崩塌群测群
防员。为了提高业务素质能力，谢胜
平积极参与和配合开展应急演练，从

灾险情速报到应急处置，再到灾民安
置和医疗救护，各个环节各项工作井
然有序，圆满地完成了演练任务，效果
显著。每年汛前，他都会组织村民砍
除杂草、平整路面，清理地质灾害点的
巡查线路，提前开出横向、纵向两条各
约 80 公分宽的泥路，方便汛期深入灾
害点巡查。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不
能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儿戏。”谢
胜平相信，平时的工作越细致，群众的
安全就越有保障。

谢胜平：主动请缨显担当
“只要一下雨，神经就莫名紧张起

来，会习惯性地到隐患点走走看看，对
裂缝什么的特别关注。”2013年 5月，翟
永前担任黄山区龙门乡麻川村立新组
滑坡群测群防员。麻川村坐落于太平
湖最下游，是安徽省唯一不通陆路的行
政村，村民房屋依山而建面水而居，多
是切坡建房。

每年进入汛期，翟永前都会开着那
艘“为民服务船”巡查地灾点，遇到恶劣
天气，他不仅穿梭在地灾隐患点，事无
巨细地检查房屋积水、裂缝等状况，做

好监测工作，甚至常常就住在地灾点
上，随时做好转移群众的准备。前些
年，遇到长时间强降雨，部分隐患点总
是会有碎石滑落，翟永前了解情况后及
时上报，并配合有关部门，通过建挡墙、
拉网等方式对隐患点进行综合治理，此
后再未发生一起塌方事故。

除了地质灾害监测工作，翟永前
还利用自己的“为民服务船”为群众改
善出行，帮助群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他也因此被村民形象地称为“孤岛
贴心人”。

翟永前：为民服务“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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