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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 3月 23日讯 （通讯员
祝林书 陈林霄 记者 陈勇） 记者今天
晚上从省减灾委了解到， 我省积极应
对当前洪涝和冰雹灾害， 做好受灾群
众的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月19日以来， 我省湘中以南地区
发生强降雨过程， 局地大暴雨， 截至3
月23日11时， 郴州、 永州、 衡阳、 邵
阳、 株洲5市20县区52.7万人受灾， 死
亡1人， 转移安置人口6200余人， 需
生活救助4100余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14.1千公顷， 绝收面积2千公顷， 倒房
176户541间， 严重损房612户1507间，
一般损房6138户14943间， 直接经济
损失3.4亿元。 本次灾害既有洪涝， 又
有冰雹， 造成部分地区道路中断、 房
屋损坏、 农田被淹， 尤其是冰雹灾害
造成衡南县、 桂阳县大面积的烟叶、
油菜、 蔬菜等农作物受损， 屋面被击
穿， 损失较大。

面对灾害， 各级各部门责任人迅
速到岗到位， 加强了对各自责任区、

责任点巡查排查， 主动做好应对工作。
受灾较重的地区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
指导抗灾救灾， 妥善安置灾民。 衡南
县紧急转移安置1580人， 就近安置到
村部、 村小学或亲友家里， 及时派出2
个救灾工作组， 深入村组查灾核灾，
积极协调保险公司对农房倒损情
况进行核查赔偿。 宜章县县领导
带队深入受灾乡镇查看灾情， 组
织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永州市金
洞区由区领导在各自驻点的乡镇

坐镇指挥，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灾、
核灾、 指导救灾。 耒阳市民政局发放
救灾衣被100余套， 对受灾群众及时
进行了救助。 衡阳县、 桂阳县等及时
启动灾害救助应急方案， 成立工作组
深入各乡镇指导抗灾救灾工作。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今天，省减灾委、省民
政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迅速建立起汛
期值班制度， 严格实行24小时救灾值
班制度。 一旦发生灾情，第一时间赶赴
灾害现场，指导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3月19日以来， 我省湘中、 湘南
局部发生强降雨、 雷暴天气过程， 导
致部分市、 县发生冰雹、 洪涝灾害，

汛期提前到来。 省减灾委、 省民政厅
通知要求， 各级减灾委及成员单位、
民政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高度负责的态度， 把汛期的备灾救灾
作为同期工作重中之重。 要规范工作
程序， 及时上报灾情； 健全会商评估
机制，保障灾情信息数据准确可靠。 灾
害发生后，各级减灾委办公室、民政部
门要主动组织相关涉灾部门会商灾

情，共同校核灾情关键指标，确保灾情
数据准确可靠。 及时开展灾害评估工
作，尤其要摸清受灾区域倒损房数量、
需救助人口、灾害损失情况等数据，为
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真实依
据。 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一步
加强灾情报送工作， 推进乡镇网络报
灾，确保时效性和准确性，不得虚报、
瞒报、漏报。

今年湘江首个洪峰
向中下游推进
省水文局连发洪水黄色预警

湖南日报 3月 23日讯 (记者 柳德
新通讯员 谢胜虎)今年湘江首个洪峰正
向中下游推进。 今天17时41分，湘江衡山
站水位涨至49.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
归阳站水位44.59米，超警戒水位0.59米。

此前，省水文局针对归阳站、衡山站连
续发布两次洪水黄色预警信息， 提请沿岸
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做好避险抗灾工作。

位于湘江下游的长沙站，水位上涨也较
快。 今天17时46分，长沙站水位32.90米，比3
月19日8时上涨2.16米。省水文局据目前雨水
情分析，湘江下游暂时不会超警戒水位。

通讯员 邓崛峰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对刘坛孝老师来说， 这一
天又会成为他最难忘的日子了。
3月22日， 他亲历了布鲁塞尔机
场恐怖爆炸事件。

刘坛孝是长沙理工大学外
国语学院的一名老师， 2013年
开始赴该校与利比里亚大学联
合举办的孔子学院从事中国文
化传播与汉语教学。

这一次， 他休完假后， 准
备回孔子学院工作。 按原定计
划， 他应该是22日凌晨从北京
离境， 经布鲁塞尔转机， 于当
地时间22日12时多离开布鲁塞
尔飞抵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但
是， 就在布鲁塞尔转机途中，
他遇上了恐怖爆炸袭击。

当时， 他在机场内星巴克
咖啡店等候。 这时， 爆炸发生
了！ 幸好他坐在拐角处， 离爆
炸点还有大约100米， 墙壁挡住
了炸弹的大部分威力， 所以只
被飞来的小碎片擦伤了脸部。

刚过了数秒时间， 超重行
李缴费处又传来爆炸声。 坍塌
声、 碎裂声、 惊恐的呼喊声充
斥着整个布鲁塞尔机场。 爆炸
点一片狼藉， 天花板掉落下来，
玻璃碎了一地， 地上躺着不少
死伤人员。

“刚开始不知道往哪里跑，
很快机场传来急促的广播声，提
示乘客往B30出口疏散。 ” 和刘
老师一起候机的一对母女，对突
如其来的爆炸不知所措，两岁左
右的小女孩更是吓得大哭不止。
好在刘坛孝没有语言障碍，得知
是与我国刚恢复外交关系的冈
比亚人， 马上安慰起小女孩来，
并帮着拖行李。

他们从机场大厅撤离出来，
在一个空旷地带等待救援。 不
久， 又被要求撤回至机场仓库。

在仓库等到晚上6时， 他们
开始分批撤离至当地军营 。
“我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 到
达军营安置点时已经是晚上9
时， 我看到我驻比利时使馆工
作人员已经在现场了解中方人
员的情况， 并为大家准备了中
式盒饭， 感觉就安全了。”

军营安置点的床位都是临
时搭建， 看到当地红十字会人
员忙不过来， 刘坛孝主动上前
与另外一名在利企业人员一起
帮忙。 但由于不熟练， 又把自
己的手指弄伤了。

随着恐怖爆炸案的发生，
法国、 德国都提高了安全级别，
关闭了所有出入境口。 机场关
停到当地时间23日中午12时，
什么时候离境却没有确切时间。
但刘坛孝很冷静：“学校要求我
们24小时保持有效沟通， 并报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及国家汉办，
直至我离境。”

这不是刘坛孝第一次在国
外遇到突发情况。2014年8月，刘
坛孝和他的同事们也曾遇到过
紧急事件。 当时，利比里亚埃博
拉疫情蔓延，利比里亚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
汉办要求孔子学院中方老师“集
体撤离”。 但孔子学院的教师没
有退缩，面对忧心忡忡的当地学
生和民众，他们从来不提“撤离”
二字，统一表示“中方教师不会
因为埃博拉撤离，现在之所以回
国是属于学期结束后的正常休
假”， 并且都争着把回国的机会
让出来。 几天后，大家才购得半
个月后的同一趟航班。 而就在他
们出发后的第三天，肯尼亚航空
全线停飞。

当记者问及对这一事件的
看法时， 他感叹说：“祖国强大，
公民在外才更有安全感和荣誉
感。 各方的关心足够让我驱散
恐惧。”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3月22日， “跟着大雁去迁徙” 活
动队伍从河南三门峡市东渡黄河， 进
入山西临汾。

“问世间， 情为何物， 直教生死
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 老翅几回寒
暑。” 800多年前， 金人元好问的一首
词， 记录了两只大雁坚贞的爱情故事。
述说他赴试时， 在汾河边遇一猎人。
猎人将一对翱翔天空的大雁射下一只，
另一只在空中盘旋哀鸣， 最后竟撞地
而亡。

元好问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向猎
人买了这两只雁， 将它们合葬在汾水
边， 堆起石头作标志， 称之为“雁
丘”， 并写了这首“摸鱼儿”， 即人们
熟知的“雁丘词”。

无独有偶， 2014年， 在雁类重要
的越冬地黄河长垣湿地的滩涂上， 一
个无良青年在麦田里投毒， 导致大量
豆雁死亡。 当地志愿者宋克明带人日
夜清扫拌毒的玉米， 并趁黑夜把大雁

的尸体埋掉。 湖南鸟友周自然关注到
后， 决定把“跟着大雁去迁徙” 05号
碑立在长垣， 并将它叫做“雁丘”。 他
在碑文中写道： “……愚民贪而投毒，
致雁群死， 全国震惊。 呜呼， 人视为
小恶， 于鸟则为大难， 于环境则为灾
难。 有好事者怀土葬雁， 妻梅子鹤之
心， 古与今同。 噫， 古之雁丘不存，
今日之宋君怀土葬雁， 见者皆泣。 此
雁丘， 非彼雁丘， 然心相同也！ 谨立
此碑， 并录此词， 使仁爱之心， 永垂
不朽。”

不久， 周自然收到临汾市民王霖
珐的留言。 他提出是否把“雁丘” 这
块碑立在临汾， 因为这里是“雁丘词”
故事的发生地。 周自然未能满足他的
要求， 但他们从此成了情投意合的鸟
友。

通过网上交流， 周自然得知， 王
霖珐是非常专业的环保人， 对当地的
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了如指掌。 候鸟
何时来， 何时走， 数量多少， 有何异
常， 他都一一做了记录。 他关注种群，

也关注个体， 他持续关注一只苍鹭15
年， 故事可以写成一部书。 从社区到
学校， 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环境和鸟
类保护。 妻梅子鹤之心， 正如元好问
写的： “欢乐趣， 离别苦， 就中更有
痴儿女。”

周自然在微博中， 曾这样记述：
临汾雁丘， 元好问在此赋得千古情诗。
重阳次日， 鸟友王霖珐在此守护迁徙
的鸿雁， 夜过五更， 长空雁叫， 徘徊
此处， 鸟亦有灵， 同问世间情为何物，
殊甚异也， 集句一首： 一片蜇鸣千里
白， 半轮雁叫五更残。 天南地北双飞
客， 淡然一笑过千山。

本次“跟着大雁去迁徙” 小天鹅
跟踪直播活动， 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
寻访元好问的雁丘， 活动的名字就叫
“雁丘问情”。 见面后， 60岁的王霖珐
把大家带到汾河边， 指着一个大土丘
说， 这里原名“落雁滩”， 本地民俗学
者认为这就是元好问词中的“雁丘”
所在。 大家一路沿汾河看鸟， 随着他
的指点， 小天鹅、 豆雁、 白琵鹭等一

一呈现。 见到有人采野菜， 他就告诉
大家野菜的学名， 在 《诗经》 里叫什
么。

短暂交流， 让志愿者对他肃然
起敬。 而他本人， 作为“跟着大雁
去迁徙” 的铁杆志愿者， 则坚韧地
守护着洞庭湖到西伯利亚的候鸟迁
徙通道。

谈及洞庭湖， 王霖珐对记者说：
“舜帝南巡， 崩于九嶷山， 山西是舜帝
的故里、 二妃的老家， 你们是来看亲
戚呢！”

23日， 春雨霏霏， 临汾市志愿者
联合会、 临汾顺风车俱乐部贾凌义、
李国华等30位志愿者一大早聚集汾河
边， 与跟踪队伍一起雁丘问情， 共同
祝愿鸟道平安。

交流结束， 大家回头看到王霖珐
推着他的自行车渐渐远去。 记者突然
又想起元好问的那首词： “君应有语：
渺万里层云， 千山暮雪， 只影向谁
去？”

经历过埃博拉，长沙理工大学一教师在国外
再次遇到突发事件———
亲历布鲁塞尔机场爆炸案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连日来， 湖南日报和新湖南客户端同
步推出“志愿者全程守护候鸟迁徙纪
实” 连续报道后， 新华网、 新浪、 搜
狐、 网易、 今日头条、 湖南林业等网
站纷纷转载， 引发读者、 网友热议。

“跟着大雁去迁徙”， 是一个守护
候鸟迁徙的全国性活动。 湖南日报岳
阳分社社长徐亚平参与策划并全程跟
踪记录本次小天鹅迁徙活动。 3月21
日起， 湖南日报、 新湖南已推出系列
报道头2篇 《我欲乘风追万里》、 《“河

图洛书” 寻芳踪》， 引来读者对党报的
点赞。 “满满都是正能量， 体现党报
责任， 激发环保热情。” 岳阳市环保局
法制宣传科科长刘忠良称赞说， “报
道让读者在欣赏游记式报道的同时，
聆听了鲜活的环保课。” 东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赵启鸿称：
“生态保护需要社会大合唱， 该活动由
志愿者自发组织， 党报同步报道， 是
一次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大保护和大宣
传。”

报道也让环保志愿者欢欣鼓舞，

保护湘江绿色卫士长沙大队大队长周
晓明点赞道： “志愿者跨越千山万水
守护天鹅迁徙， 揭示大自然的奥秘，
为东亚地区候鸟保护贡献了力量， 经
验和模式值得全国推广。”

市民、 网友纷纷转载， 环保热情
高涨。 岳阳市戒毒所所长陈文联感慨：
“志愿者倡导对环境的友善， 传递了一
种环保情怀。” 湖南理工学院教师司念
伟感言： “我将动员热爱公益的大学
生一道， 更多参与环保志愿行动， 让
百鸟长鸣， 人鸟相依！”

5市20县区52.7万人受灾

各地积极应对洪涝冰雹灾害

省减灾委、 省民政厅紧急通知要求

严格实行24小时
救灾值班制度

雁丘千载情悠悠
———志愿者全程守护候鸟迁徙纪实之三

“体现党报责任， 激发环保热情”
读者热议“志愿者全程守护候鸟迁徙纪实” 报道

湘江衡阳段
迎春汛洪峰

3月23日， 衡阳市石鼓
区， 穿城而过的湘江支流
蒸水水位涨到高位。 当日，
湘江衡阳城区段出现春汛
洪峰， 洪峰水位达54.8米，
超警戒水位1.53米。 连日
来， 受上游地区暴雨来水
影响， 湘江干流水位持续
上涨， 衡阳市相关部门已
提前启动防汛值班制度。

肖与轩 金品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省高速公
路管理局今日发布消息， 潭邵
高速大修一期工程 （湘潭至娄
底段） 计划于4月中旬进行半幅
封闭施工。 施工期间， 长沙往
娄邵方向车主可选择长韶娄高
速、 安邵高速通行。

潭邵高速起于株洲市白马
垄， 止于邵阳市隆回县周旺铺
镇， 主线全长 220.1公里。 自

2002年12月26日正式建成通车
以来， 潭邵高速还从未有过大
修。

根据规划， 大修一期工程
为潭邵高速起点殷家坳互通以
东约2公里处至娄底互通段， 全
长101.75公里， 提质升级为沥
青混凝土路面， 增设韶山服务
区， 计划11月完工。 施工期间，
将实施“半幅封闭、 半幅通行”
的交通组织方式。

� � � � 湖南日报讯 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原党委书记谢朝柱同志
因病于2016年3月21日逝世， 享
年82岁。

谢朝柱同志于1934年10月
出生于湖南道县， 1955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7月参加
工作， 1995年4月退休。

潭邵高速
下月中旬起大修
车主可选择长韶娄、安邵高速通行

谢朝柱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