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范永萃

浩浩长江，奔腾不息！
7月4日8时，城陵矶水位32.92米，超警戒水

位0.42米……8日，34.44米。当一个城市与一场洪
水不期而遇， 当一群人与163公里长江湖南段紧
密相连，同饮一江水的临湘市、华容县、君山区、
岳阳楼区、 云溪区和岳阳监狱等单位的“岳家
军”，23天夜以继日战斗在保卫长江大堤的主战
场。

7月下旬，踏寻着当年关羽、鲁肃、陆逊和黄盖
的足迹，记者一路穿越、寻访，仿佛看到了五马口、荆
江门、七弓岭、陆城垸内的战马萧萧，听到了阅军楼、
擂鼓台、铁山咀、黄盖湖上的鼙鼓阵阵……

忠心贯日
风猎猎，旗飘飘。哪里有党旗，哪里就是战

场。
“我是党员，我先上！”7月21日14时，华容县

塔市驿堤段芝湖河闸发生漏水，巡逻队员范鑫添
腰绑救生绳，跳入水中，连战3个多小时，将卡在
闸板下的树枝彻底清理掉，排除了险情。

荆江门51至54号桩段是岳阳监狱责任堤。岳
阳监狱将临时支部建在堤上，将“两学一做”践行
在抗洪前线。7月11日9时，58岁的党员贺平在堤
坡发现大面积浸水，即和队友开沟导浸，一鼓作
气挖了6条导浸沟，化险为夷。

7月24日9时至10时，记者在枫桥湖村堤段看
到，云溪区陆城镇党委书记刘云飞、党委副书记
张文欢、 区水利局局长李雨露接踵而至督查。督
查怎么这样密？刘云飞说：“我们必须忠于职守。”

临湘市儒溪工业园区堤段是江南镇石岭村的
责任区，儒溪、石岭相隔20公里。每天5时许，石岭村
干部就带着本村巡堤队员， 骑摩托赶在6时以前接
班，从未间断过一天。他们风里来、雨里去，战高温、
斗酷暑，个个晒得像“关公”。记者问这么远为什么还
要来，村妇女主任、党员陈金娥不假思索地说：“这是
防指的安排，也是党员的责任。”

勇冠三军
“哪里有险上哪里。”7月9日上午，君山区广

兴洲镇农科渠堤段，一群人正在“围井压浸”处理
管涌。其中一个“光头”已在水下作业近7个小时，
他就是去年“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中3昼夜搜救幸
存者的冯凯敏。今年7月5日，他不顾自己身上正
贴着风湿疼膏药，主动请缨上堤，担任晚班巡堤
工作。华容新华垸溃口后，他和60名战友火速增
援。妻子来电叮嘱他小心，他说：“防汛责任大于
天，总要有人冲在前。我水性好，莫担心。”

7月12日13时，巴陵石化公司巡堤队员张俊、
许昕在堤脚发现一处散浸，即率队员紧急开挖导
浸沟。因土质太硬，队员们手掌都磨起了泡，但谁
也没叫一声苦。奋战7个多小时，终于挖出一条宽
约70厘米、深约40厘米、长近30米的导浸沟，排
除了险情。7月24日9时，记者在此处采访时，巧遇
岳阳监狱电视台记者杨艳群。“你不是在河西吗？
怎么来这里了？” 她答道：“我爱人20多天没下堤
了，我今天倒班，挤时间来看看。”许昕介绍说：

“她老公就是张俊，不巧下堤巡查去了。”
陈盖南是临湘市聂市镇黄盖村村委委员，每

次巡堤查险， 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7月16日5时
许，陈盖南在巡堤时发现一处管涌，他立即跳入

水中堵管涌，其他队员连忙下水帮忙，战斗了1个
多小时，用沙包和棉絮压住了管涌。“黄盖人身上
都流淌着黄盖英勇善战、勇于牺牲的血液。”临湘
市委宣传部胡子贵这样赞道。

义薄云天
英雄莫问年龄。82岁的方金隆是君山区柳林

洲街道三家店村村民。7月4日， 他从村广播里听
到长江防汛，马上找到村支书，要求加入一线巡
堤查险队。支书陈黑生劝道：“方爹，您年纪大了，
有这份心就够了。” 方金隆急了：“黄忠70岁能开
弓，凭啥我不能上堤？我防汛查浸几十年了，这次
哪能掉队！”就这样，长江干堤荆江门堤段，每天
都能看到方金隆来回巡查的身影。

刘旗是云溪区云溪镇茅岭头村青年，在岳阳
市某网络信息公司上班。入汛以来，他每周末都
要带妻儿回村，义务参加巡堤。他说：“防汛查险，
保卫家园，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防汛不忘环保。记者在长江102+900堤段看
到，8个装满垃圾的蛇皮袋被码得整整齐齐。陆城
镇守堤干群在做好值守巡查的同时，在堤上设置
了垃圾袋。 参与巡堤的陆城中学老师谢文凯说：

“这也是清洁我们的家园！”
“26日8时，城陵矶水位32.87米，仍超警戒水

位0.37米。”
“岳家军”们还在堤上严防死守……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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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胡建
根 余杰 记者 杨军）7月25日， 南县一
线堤防235.8公里全部退出警戒水位，
防汛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在今年汛期
20多天高位洪水“洗礼”下，该县46处
“朝天口” 工程经受住了考验， 安全无
虞。

“朝天口”是洞庭湖区群众对堤防
建设破大堤工程的一种别称，一般指新
建跨大堤水利设施，或对原有水利设施
改造而开挖大堤后回填修复堤身的水

利工程。 主要有开敞式水闸、涵洞式涵
管等。

2014年10月以来， 南县投入5000
多万元，对厂窖思乐水泥管、浪拔湖揭
家洲电排等46处涵闸进行改造，并于今
年3月底陆续竣工投入运行。 新开挖的
“朝天口” 工程还未经受过高洪水位检
验，其安全及稳定性能尚不能确定。

从7月5日开始，南县将“朝天口”
工程作为防汛重点之一，安排专人值
守，并落实“五时”（吃饭时、换班时、

黄昏时、黎明时、刮风下雨时）责任管
理，杜绝出现防守空当。 每日早晚两
次日常巡查严格到位，巡查记录由乡
镇防指指挥长签字后报县防指。 7月
10日，麻河口镇西口电排责任人曹润
清巡查时， 发现该电排伸缩缝漏水，
迅速将情况上报。 在县防指专家指导
下，关闭外河闸门，把管内水排干，再
贴环氧树脂，用平板橡皮贴上，用膨
胀螺丝和钢板固定，险情得到及时排
除。

益阳46万余人次
巡堤查险处险
发现并处置险情245处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伟 刘
毅 记者 杨军 姜洪） 最近， 省防指对益阳市
狠抓巡堤查险、 确保堤防安全， 予以通报表
扬。

据了解， 自6月29日5时， 益阳市南县南
汉垸武圣宫段进入警戒水位以来， 该市所辖
洞庭湖区大堤长时间处在高洪水位浸泡之下。
全市累计出动巡堤查险抢险人员46万余人次，
车船1.5万余台艘， 成功发现并有效处置险情
245处。

今年汛期， 益阳市20个在册堤垸901公
里堤段先后全部超警戒水位， 其中南汉垸、
目平湖垸、 民主垸等14个堤垸超保证水位。
目前， 仍有13个堤垸520.74公里堤段超警戒
水位。

针对防汛时间延续， 大堤受洪水浸泡时
间延长， 堤防出险几率增大的状况， 益阳市
严格落实湖区防汛管理规程和应急响应预案，
进一步加大巡堤查险力度， 对超警堤垸上足
力量， 实行防汛专业队查险与群众性查险相
结合， 相关县 （市、 区） 与沿堤居民签订查
险报险责任书， 并实行查险报险奖励制度，
确保及时发现处置险情。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曾伟

“作为党员，帮助家乡重建，义不容
辞。”7月26日，冒着37摄氏度的高温，从东
莞打工返乡的溆浦县水东镇溪口村流动
党员贺达文正在修建被洪水冲毁的水渠。
他说，家乡发生洪灾后，心急如焚，7月8日
就辞掉了工作，回村参加灾后重建。

溆浦“7·04”、“7·17”连续两次特大
洪灾，造成水东镇山体滑坡、塌方、泥石
流等自然灾害严重， 农作物、 耕地、房
屋、河堤、道路、桥梁、水利等严重受损。

灾情牵动着在外游子的心。两次特

大洪灾发生后，该镇每天都会接到在外
务工人员询问灾情的电话。“最忙的一
天接到了50多个电话。” 该镇党政办秘
书刘勇说。

灾情发生后，水东镇党委、政府立
即启动了灾后重建机制，除组织镇内力
量救灾外，也及时向在外的流动党员发
起了“情系家乡·重建家园”的倡议，通
过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
号召流动党员返乡参加抗洪救灾及灾
后重建。

“村里的桥被冲垮了，水稻被淹了，
现在缺乏劳动力， 我们要回去帮忙，尽

一份党员的责任。” 该镇联合村的老党
员贺江北是第一批从外赶回来的。当他
从电视里看到家乡遭灾后，立即联络当
地的老乡回乡参加抗洪救灾。 截至目
前， 该镇共有210名在外务工人员回家
参与家乡灾后重建，其中党员82名。

“我们将尽全力帮助家乡灾后重
建。”7月20日， 水东镇银湖村在浙江务
工的村民张在文向村支书张在军发了
一条微信，并转账600元，希望把这笔捐
款用于灾后重建。 在流动党员的垂范
下，到目前为止，该镇在外务工人员共
捐款6万余元支援家乡重建。

长江一股英雄气
———岳阳市江防前线见闻录

经受20多天高位洪水考验

南县46处“朝天口”安全无虞

流动党员返乡救灾忙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白培
生 通讯员 周斌强 颜石敦 ）7月22日
至24日， 郴州市举行市县领导班子换
届业务培训， 各县市区有关负责人以
及市换届办、业务指导监督组、风气巡
查组成员等300余人参加培训。 据介
绍，该市加强业务培训，旨在进一步吃
透政策、弄懂业务，强化责任、严明纪
律，确保换届顺利进行。

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程序性非常强的工作，点多面广，
任务繁重。郴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
部长蒋锋介绍，他们坚持教育在先、警示
在先、预防在先，按照“四必训”要求，围绕

“两代表一委员”推选、会议组织和选举、
换届纪律风气监督等11个专题，从细从实
抓好换届业务培训，切实提升精准操作水
平，为搞好换届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郴州市结合实际，将“五类
责任主体”细分为地方各级党委、党委
书记、领导班子成员等11个责任主体，
层层传递责任和压力。 为帮助他们切
实履责，市里还制定了“县市区领导班
子换届工作流程图”，专门组建了11个
业务指导监督组和5个换届风气巡查
组，进驻各地开展业务指导、审查把关
和纪律监督，确保每个阶段、每项工作
依法依规进行，不出乱子、不出差错。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黄春平 刘小花

7月22日，炎陵县平乐黄桃正式开
园，连日来，慕名来采购的合同商、微
商、实体店老板络绎不绝，呈现产销两
旺景象。

炎陵县平乐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法人代表刘轶荣高兴地说，目前，合作
社拥有黄桃基地6100亩，发展社员625
户，今年产量可达100万公斤，不愁销
路， 这不仅得力于县里及时举办了炎
陵黄桃促销大会， 更主要的是平乐黄
桃品质高！

刘轶荣自豪地告诉记者，“平乐黄
桃”是炎陵县最早培育的品种，之后发
育成“炎陵黄桃”，全县种植面积现已
达到2.6万亩，惠及1.2万果农，户均年
增收8万元以上。据他介绍，过去种黄
桃，全县农户各自为“战”，黄桃品质千
差万别，难成规模效益。2009年2月，通
过县乡政府和农业部门大力推动，平
乐黄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从外
地引进优质黄桃品种， 首先吸纳267户
社员连片种植黄桃，实行高品质的黄桃
种植绿色管理，实现了生产标准化、管护

绿色化、施肥有机化。时至今日，炎陵县
这个首家黄桃产销领域的专业合作社，
已被省绿色食品办公室确定为首批“湖
南省绿色食品示范基地”。

“有了合作社，零散的种植户如同
找到了‘靠背山’，吃下了‘定心丸’！”
当地群众说， 平乐黄桃合作社牵头在
“统一”上做文章，统一建设育苗基地、
统一供应黄桃苗木、统一采购套袋、统
一组织培训、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品
销售，果农在种植技术、产品销售等方
面的后顾之忧得到有效解决。

炎陵县“炎陵黄桃”产业协会秘书
长、 农艺师谭忠诚揭秘时强调，“平乐黄
桃”基地在绿色生产、绿色防控等方面是
炎陵黄桃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他们率先
在黄桃林中探索“果园+绿肥”生态种植
模式，即依靠种植紫云英堆积农家肥，改
善土壤结构和黄桃生长生态。

记者还了解到，“炎陵黄桃” 种植还
全面推广了平乐黄桃以“果品套袋+频振
式杀虫灯+性诱剂+黄板” 等水果病虫害
绿色防控综合措施， 从而保障了食用黄
桃的安全性， 使黄桃品质和种植效益得
到极大提升， 这正是炎陵山区农民依托
黄桃实现脱贫致富的当家法宝。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陈新）往日
恶臭扑鼻，污水横流的作业场所已经大
门紧闭，人去楼空，周边居民翘指点赞：
你们真的做了一件好事。7月25日，当长
沙市芙蓉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来到
马坡岭街道西龙村时，这家猪皮加工厂
已经停止了非法制作和排污，当事人杨
某因为拒不执行环保部门停止排污决
定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今年6月份，芙蓉区环保局接到群
众举报称， 马坡岭街道西龙村有一家
猪皮加工厂， 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
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排，恶臭扑鼻，
附近居民不敢开窗。

接到举报后， 芙蓉区环保局立即
赶往现场调查取证， 发现加工厂直排
的废水COD和氨氮超标十几倍， 环境
污染严重。 执法人员当即决定立案查
处并责令停止排污。

然而执法人员在复查时，发现加
工厂在继续加工，废水直排，加工厂
负责人杨某并未执行环保部门停止
排污决定。于是，环保部门与公安部
门联合执法，公安部门根据新《环保
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对该
加工厂负责人杨某做出行政拘留5日
的决定，杨某最终为自己的“任性”付
出了代价。

郴州提升换届精准操作水平

绿色种植黄桃香

任性排污，拘留！

灾区获赠模块化房屋
7月26日，古丈县默戎镇龙鼻村，爱心企业捐赠的房屋。古丈县“7·17”

暴雨导致默戎镇多栋房屋被毁。当天，来自北京的爱心企业向该县受灾群众
捐赠模块化房屋10间，并组织公司员工向古丈灾区捐款。

彭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