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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开始， 怀化自南向北经
历了一次强降雨过程。 到17日，流经
该市的沅水 、锦江 、巫水 、渠水等主
要水道，水位上涨。

怀化城区进水，麻阳县城进水，
辰溪县城进水……怀化各地频频告
急。 全市12个县、市、区213个乡镇遭
受洪水袭击。 一场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的决战，在雪峰山下打响！

“要不是党员干部，我
早就不在人世了”

7月16日12时， 怀化市防指启动
防汛三级响应。7月16日晚，正在外地
出差的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多次通
过电话，了解全市雨情、汛情、灾情，
要求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为本 ，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副
书记、市长李晖召开防汛调度会，要
求各地做好人员转移预案， 坚决做
到不死伤一人。

哪里有险情， 哪里就有党员干
部。 危难时刻，怀化各级党员干部身
先士卒，奋力解救受困群众。

“李市长，城郊盈口乡炉天冲村
有4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情况危
急！”7月17日上午9时，怀化城区多处
进水，正在市防指调度救灾的李晖，
突然接到鹤城区的告急电话。

“走，去炉天冲救人！ ”李晖和副
市长王行水等人，冒雨赶往炉天冲，
现场调集公安、消防人员，乘冲锋舟
进村救援。

当把最后一个村民救出时 ，李
晖的手机再次响起， 原来城区太平
桥地段被洪水淹没，有30余名市民被
困家中。 李晖当即赶往太平桥，与常
务副市长王志群等市领导一道 ，组
织救援队伍， 将市民转移到安全地
带。

“如果不能对群众进行有效保
护，还要我们这些父母官干什么？ ”7
月16日，面对突如其来的洪灾，麻阳
召开抗洪紧急会议， 县委书记胡佳
武斩钉截铁地说。 随即，全体县领导
带领由县直机关单位人员组成的23
个工作组，分赴各地指导救灾。 全县
3000多名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安全转
移群众8770人。

辰溪县桥头乡报木洞村村民李
小猫的父亲瘫痪， 李小猫外出时留
了一辆面包车在家。 17日中午，锦江
洪水逼近村庄，李老汉心急如焚。 这
时， 乡党委书记胡春云带领乡村干
部赶来了，他们将老人抬上面包车，
开到地势高的邻家安置， 同时将其

家什和粮食转移。 当晚，李小猫见到
父亲时， 老父泪流满面地说：“要不
是党员干部，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

7月17日，暴雨正急。溆浦县木溪
乡石岩湖村村民向望生、 向望来带
着孙儿到自家田间察看。 向望生、向
望来都是年过6旬的人，为了他们的
安全， 正在村里巡查的村党支部书
记向玉秋跟了过去。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离向玉
秋200米左右的一棵大树倒塌， 将旁
边的高压输变线路、农网、电话线压
了下去。 3条线路交织一起，顿时“火
冒三丈 ”，形成一条火龙 ，绵延半公
里长。 此时，向望生、向望来离火龙
只有5米左右距离，见状心里害怕，准
备跨过压断的电线往家里赶。

“站着别动，有电！ ”向玉秋高声
喊道。 可由于洪水声响太大，向望生
等人没听见，如果再走近，极可能触
电。 此时，向玉秋身后不远处也掉下
一根高压线，无法跨过去救人。 眼看
情况紧急，向玉秋没有多想，顺身往
下一滚。 向望生等人看到向玉秋掉
进田里，一时间惊呆了，向玉秋趁机
跑过去， 将向望生等人拉到安全地
带。

为了确保村民安全， 向玉秋掏
出手机，给一位村干部打电话，叫她
联系乡电管所关掉高压线路的电 。
但关电需一段时间， 村里党员干部
便冒着大雨，到村里各路口值守。

“关键时刻，还是解放
军亲”

一艘艘冲锋舟穿梭在洪水中 ，
军徽警徽在灾区闪烁。 危难面前，解
放军、消防与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冲
锋在前。

7月17日凌晨4时，一场特大暴雨
袭击怀化城区， 8000多居民被困家
中。 怀化军分区迅速启动抗洪抢险
二级响应， 协调当地驻军， 组织民
兵预备役人员500余人， 出动冲锋舟
10艘， 司令员许强、 政委颜学东带
队， 兵分两路赶往受灾点救援。

上午8时30分， 颜学东带领现役
官兵、 民兵应急分队200多人和4艘
冲锋舟， 赶到怀化市物资局居民小
区， 这时洪水已淹至一楼窗户。 颜
学东跳上冲锋舟驶往居民楼， 将被
困群众一个个救出。 但营救最后一
批被困群众时， 冲锋舟无法过去。

“跳！ ”颜学东带头跳下齐腰深的
水中。 大家手拉着手，形成人墙，接力
将被困群众救出。 看着此情此景，刚
被解救出来的老人刘志明激动地说：
“关键时刻，还是解放军亲！ ”

临河的盈口乡井坪村地
处城乡结合部， 村里开了数
10家机械、 木材加工厂和废
品收购店， 地形复杂。 河水
上涨， 倒灌进村里， 许多房

子只露出屋顶， 不少群众逃到屋顶
等待救援。

情况危急！ 怀化军分区司令员
许强亲自驾着冲锋舟， 挨家挨户搜
救。 在去一家木材加工厂营救房顶
上3名群众时， 冲锋舟发生故障， 发
动机熄火。 许强沉着应对， 利用水
的惯性， 用木桨控制冲锋舟的方向，
将舟划到水流相对平稳的地方， 再
发动发动机向目标前进， 将3名群众
成功转移。

17日下午， 麻阳防指接到报告，
县城防洪堤梅水段发生渗透， 随时
有垮堤的危险。 10分钟后， 由县人
武部官兵 、 消防官兵 、 公安干警 、
民兵组成的紧急救援队赶到现场 ，
在水利专家指导下， 装运砂石， 加
固堤坝。 奋战2小时， 10多个渗透点
全部被控制， 大堤保住了。

针对怀化城区内涝严重、 险情
频发的情况， 怀化市公安局从局机
关抽调100人， 加上鹤城分局、 特警
支队全体民警， 由局党委书记、 局
长冯伟俭带领， 分赴城区、 城郊8个
积水点抢险救人， 解救被困群众157
人， 转移受灾群众3000余人。

邵阳市 阵雨转多云 24℃～32℃
湘潭市 阵雨转多云 25℃～32℃

张家界 小到中雨 23℃～31℃
吉首市 大雨转小雨 24℃～29℃
岳阳市 阵雨 26℃～30℃

常德市 阵雨 24℃～30℃
益阳市 小雨转多云 25℃～31℃

怀化市 阵雨转多云 25℃～31℃
娄底市 小雨 24℃～32℃

衡阳市 阵雨转多云 26℃～34℃
郴州市 多云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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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25℃～32℃
永州市 多云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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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２ 级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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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 强降雨造成辰水水位猛涨， 省道S223辰溪县一段被淹。 该县锦滨乡组织3艘渡船摆渡， 运
送过往群众。 吴 飐 米承实 摄影报道

———怀化抗洪救灾纪实决战雪峰山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曾勇） 经铁路部门12个小时的连
夜紧急抢修， 沪昆铁路怀化至 公 坪 因
暴 雨 致 溜 坍 区 段 已 于 18日 零 时 34分
修复 。 目前 ， 受此影响的晚点列车已
陆续恢复运行秩序。

17日上午11时41分许， 因连日暴雨
导致沪昆铁路怀化至公坪段发生溜坍。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铁路部门采取上
行 （往东） 封锁、 下行 （往西） 限速运
行措施， 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紧急调
集300多人和50余吨应急材料赶赴现场
抢险， 同时认真做好晚点列车的旅客解
释和安抚工作。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付学军 实习生 刘
也） 连日大雨， 临澧县部分乡镇受
灾严重。 18日上午， 该县接连出现
群众被洪水围困的险情， 通过当地
干部和消防官兵几个小时奋战， 被
困人员被全部成功转移。

18日上午， 临澧县杨板乡集镇

进水，达2米多深，集镇上居民被困。
8时58分 ，由于水流湍急 ，淹没了一
处低洼路段， 前往救援的消防抢险
车辆受阻。 救援人员于是携带设施，
徒步跑往现场，开展救援。 9时50分，
被困的120多户群众被转移到安全
地带。 当天，抢险人员还成功营救了
修梅镇范家村18名被困群众。

保靖抢通
水毁省道

本 报 7 月 18 日 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司进 田青山 ）7月 18
日清晨5时许，由于连降
暴雨 ， 省道S262线保靖
至古丈默戎镇处发生坍
方，交通中断。 灾情发生
以后， 保靖县紧急启动
抢险预案。 该县公路局
组织抢险人员 20人 ，紧
急调动排险车4台，调动
铲车1台，冒着大雨对险
情路段进行突击排险 。
经过 4个多小时的紧张
施工 ，18日 10时 ， 省道
S262线坍方完成清除 ，
恢复了交通。

石门迎战强降雨
紧急转移3500余人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
寒露 实习生 刘也 通讯员 李飞） 石门
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至7月18日8时，
全县共有38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其中11个站点超过200毫米。 强降雨导
致多地受灾， 全县紧急转移3500余人。

据了解， 此轮强降雨是从7月16日
凌晨开始的。 澧水干流石门站迎来今年
最大洪峰 ， 水位达54.09米 ， 流量达每
秒2550立方米。 强降雨也使石门县各类
水利工程总蓄水达到2.4亿立方米 ， 占
可蓄水总量的94％， 有47座水库溢洪。

为迎战此轮强降雨， 石门县防汛办
从7月12日开始， 先后发布了8次预警。
全县所有防汛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 紧
急转移群众。

本报7月 18日 讯 （记 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相辉 徐典波）捕鱼旺季，洞庭
湖出现了抢劫渔民的水匪。近日，岳阳县
水警大队在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协助下，迅速出击，现场缴获2把“管杀”、
1把弯刀、1把菜刀； 行政拘留2人并送拘
留所。 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7月8日凌晨，洞庭湖煤炭湾水域有
两户渔民家遭到5个不明身份的人持刀
抢劫。 10日15时20分，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志愿者何大明、江科明巡逻至煤炭

湾弯背港水域时 ， 发现芦苇丛中窜
出一条小船 ，径直朝他们开来 ，还有
人从船舱中拿出2把“管杀”。 何大明心
里很快明白了对方的“职业”，立即加大
马力直奔岳阳向水警报警。

16时30分上岸，何大明急忙赶到岳
阳县水警大队汇报。 大队长许强、教导
员彭忠学紧急调动民警江博、 左军、易
能，随何大明、江科明乘快艇急忙赶到
湖中，在红旗湖湖心找到了威胁何大明
的2个人。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游岸）“学习雷锋好榜样……”
一曲熟悉的合唱声中，一个特殊的讲堂
开始上课了，从社区居民中走出的“身
边人”走上了讲台。 17日上午长沙市社
区“道德讲堂”建设工作现场观摩活动
在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池社区举行，
来自长沙市相关职能部门、各区县（市）
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 为迎全国城市文明测评，
进一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长沙创新打造了“道德讲堂”。利用各类
市民学校、市民论坛，开展“六个一”教
育活动：唱一首歌曲、学一个模范、诵一
段经典、发一个善心、学一些知识、送一
份吉祥。 此外，长沙将突出卫生、教育、
商业、食品、窗口服务等重点领域，建设
一批“道德讲堂”示范点。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李从晓 杨贤勇） “我做梦也
没想到， 这么快自己就创业了， 这得
感谢大学生村官创业金钥匙工程。” 7
月18日， 武冈市秦桥乡黄沙村大学生
村官 、 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马炜成在
“武冈大学生村官” QQ群里留言。 当
天， 刚好是马炜成联合秦桥乡和稠树
塘镇等地29户中蜂养殖户， 合资成立
煜秦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周年。

为了让大学生村官留得住 、 沉得
下、 干得好 ， 武冈市从2010年开始实
施 “大学生村官创业金钥匙工程”， 探
索建立 “大学生村官+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 ” 创业模式 。 市委组织部每
年举办1至2次大学生村官创业座谈会，
邀请专家和市内知名企业家、 金融机
构负责人参加， 与大学生村官交流研
讨。 同时， 开辟大学生村官创业 “绿

色通道”， 积极联络市内各大金融机构
为大学生村官创业提供专项扶持贷款，
并给予税费减免。 市科协、 农业局科
技推广中心等机构 ， 还联合组建了
“大学生村官创业科技服务团”， 已开
展技术信息服务600余次， 举办各类培
训班13期。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 促进了
大学生村官创业。 马炜成在获得乡农
信社5万元创业扶持贷款后， 去年牵头
成立了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年产蜂
蜜20多吨， 占领了当地60%以上的市场
份额， 并销往周边县市， 年创产值160
多万元。

目前，武冈市已有10余名大学生村
官创办、领办铜鹅养殖、生猪养殖、特色
果蔬和高产大豆种植、大棚蔬菜种植等
创业项目20多个，年创产值超过1000万
元，发展订单式农户2800多户。

武冈大学生村官创业有道
年创产值超千万元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
威 通讯员 李晓容 刘明军 ） 夏日炎
炎， 在娄底乡村， 乡镇综合文化站成
了老百姓消暑、 娱乐的好去处。

位于涟源市伏口镇的综合文化站，
自今年1月正式免费开放以来， 除双休
日外， 每天对外开放7个小时， 共接待
群众近2万人次。 镇财政拨出60多万元
添置乒乓球台、 室外娱乐设施、 乐器、
办公设备等。 与伏口镇同时开放的首
批乡镇综合文化站还有38个 ， 都按规
定和要求制定了免费开放制度、 细则，
工作台账、 村级档案等资料齐全 ， 管
理规范。

这些文化站， 除搞好免费开放外，

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开展形式多
样的特色文化活动。 如新化县奉家山
镇、 白溪镇组织了旅游文艺演出队伍，
排练了以新化山歌、 梅山傩戏等梅山
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旅游节目。 涟源市
伏口镇、 古塘镇组织了诗词吟唱活动
和梅山文化调研活动， 举办了校园文
化节。 娄星区小碧乡组织开展了民间
故事调查活动等。

到目前为止 ， 娄底 39个乡镇综
合 文 化 站 共 接 待 群 众 近 80万 人 次 ，
开 展 培 训 5000 多 场 次 ， 新 排 节 目
1000多个 ， 开展乡镇级大型文化活
动 300多 场 ， 大 大 丰 富 了 农 村 群 众
的文化生活 。

娄底乡镇文化站免费对群众开放

本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欧阳权
记者 周小雷） 7月16日上午， 炎陵县
人武部后勤科长黄茫辉的家属蒋建芳，
在办理随军手续仅7天时间， 就高高兴
兴地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县红十字会上
班。 这是炎陵县委、 县政府开辟随军
家属安置 “绿色通道”， 提高安置效率
带来的喜人变化， 确保了全县随军家
属安置100%上岗、 100%满意。

随着国家机构、 人事制度和企事业
单位改革的深入， 随军家属安置的难度
也进一步加大。 为解决好这一问题，炎陵

县委、县政府今年专门下发了《关于高效
率做好随军家属安置工作的通知》，定期
组织所属各单位一把手， 召开随军家属
安置工作联席会议， 要求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必须腾出效益好的工作岗位， 落实
好安置指标和位置， 对不落实的单位一
票否决先进评选资格。 为确保安置随军
家属工作高效快捷， 规定随军家属确定
安置后，接收单位以及组织、劳动、人事
等部门必须一路“绿灯”，在7天内办妥所
有手续安排上班，涉及的户口迁移费、小
孩转学费等费用全部减免。

简化程序100%上岗

炎陵开辟随军家属“绿色通道”

岳阳水警痛击洞庭湖水匪

“身边人”走上长沙“道德讲堂”

沪昆铁路怀化溜坍区段已修复

晚点列车
陆续恢复运行

本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记者 张湘河 ） 7月17日 ， 泸溪
县普降暴雨， 该县石榴坪乡兰村村
境内太平溪受上游降雨和下游水电
站蓄水影响， 水位徒涨， 致使兰村
村158栋房屋被淹、 72人被困屋顶。
接到灾情汇报后 ， 县委书记杜晓

勇、 县长向恒林立即紧急调动了县
人武部、 消防、 公安30余名抢险人
员， 携带6艘冲锋舟、 100件救生衣
和20个救生圈，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组织抢险救援工作 。 截至 17日 20
时， 兰村村被洪水围困的72人已全
部救出。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尹云刚 刘述光 周
仁 ） 7月15日至18日 ， 我省再次
迎来新一轮强暴雨袭击，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 怀化等地出现
山洪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
害， 省军区迅速组织2000余名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赶赴一线
抢险救灾， 共转移遇险群众3000
多人。

17日15时， 泸溪县石榴坪乡
兰村突发山洪 ， 46栋房屋被淹 ，
72名群众被困 。 县人武部闻讯
后， 火速集结民兵应急分队， 携
带4艘冲锋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孤寡老人向秀英家由于地处洼
地， 被洪水围困。 石榴坪乡武装
部部长带领2名民兵操作冲锋舟
到木屋门前， 然后趟着齐腰深的
洪水， 合力将老人从屋里转移到
冲锋舟上。

7月 17日 8时许 ， 怀化军分
区接市防汛指挥部紧 急 通知 ，
城区原市物资局小 区 6栋 居 民
楼 ， 因太平溪水位暴涨 ， 发生
严重内涝 ， 大水淹至居民楼二
楼 ， 危及几百名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 。 军分区政委颜学东带
领200余名官兵赶到现场 。 居住
在 5楼的李春 华 老 人 ， 年 事 已

高 、 腿脚行动不便 ， 家中还住
着才8岁的小孙子 。 救援人员背
起李大爷 ， 牵着小孩 ， 送上冲
锋舟 ， 转移至安全地带 。 当抢
险人员进入小区最后一栋居民
楼营救时 ， 因水面树木杂物漂
浮较多 ， 空间较小 、 冲锋舟无
法到达 ， 抢险工作受阻 。 现场
负责指 挥 的 颜 学 东 当 机 立 断 ，
纵 身 跳 下 齐 腰 深 的 洪 水 ， 艰
难 地 向 被困群众游去 ， 其他抢
险人员也纷纷跳下水 ， 手拉着
手 ， 形成人墙 ， 开展爱心接力 ，
将被困群众成功解救到安全地
带。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蒲洲 王吉平 罗学军） 盛世中华，荷
香天下。 7月18日上午，君山区“芙蓉国
里·君山野生荷花世界”载歌载舞，热闹
非凡，2012中国（岳阳）野生荷花旅游节
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上午9时开始的“盛世莲荷”民俗文
化演出活动，通过“荷之源”、“荷之恋”、
“荷之韵”3个篇章， 展现出洞庭鱼米乡
的生态美景。 据悉，本次节会包括开幕
式、文艺演出、荷花仙子评选、旅游节经
贸洽谈项目签约会、 天下荷·和天下摄
影大赛等活动，旨在通过“三节”连“四
季”，即通过“中国野生荷花旅游节、中

国爱情文化节、国际观鸟节”打造“春季
踏青、夏季赏荷、秋季看苇、冬季观鸟”
四季旅游品牌，主动融入环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促进君山生态旅游区建设。

开幕式现场，3000名普通群众代表
成为耀眼的“亮点”，他们是本次节会“为
民办节”的直接“受惠者”。荷花仙子评选、
赏荷采莲、乡土文化节目、摄荷画荷写荷
等系列活动尽可能多的吸纳群众参与，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本次荷花节，共有9个项目签约，签
约资金总额17.6亿元，项目涉及休闲旅
游、绿色食品加工、电子机械等新型产
业。

省军区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
转移遇险群众3000多人

临澧：120多户群众安全转移

泸溪:成功救援72名被困群众

2012中国（岳阳）野生荷花旅游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