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泸溪县普
降暴雨，武溪镇至洗溪镇
路段多处塌方，多名群众
被困。 该县组织公安、消
防、公路等部门共300余
人赶赴一线，开展抢险救
援工作。

王芳 文言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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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蔡亮）6月24日， 受强降雨影
响，辰溪县晓滩水电站库区内水位猛涨，电
站坝体右侧同时遭受山洪侵袭， 情况十分
危急。“泥水不断涌入水电站机房， 如不及
时处理，整个坝体遭受‘内外夹击’，后果不
堪设想！” 辰溪县人武部接到险情信息后，
迅速组织县民兵应急分队30多人，在第一
时间赶往现场抢险，利用麻袋填石，堵塞改
变山洪的流向，避免坝体内侧受损。经过2
个多小时的紧急抢修，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入汛以来， 省军区把支援地方抢险救
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牢记主力军、
突击队职责任务，严阵以待、全力以赴，组
织动员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积极投
身防汛抢险救灾。

针对我省进入主汛期、 雨水偏多的实
际，省军区筹划部署早而细，及时传达部署
任务，向军分区、人武部下发《关于支援地方
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的通知》， 明确做好防汛
救灾措施要求；加强形势研判，主动了解雨
水汛情形势，研判可能的灾害情况，做到心
中有数。及时修订方案计划，结合驻湘部队

调整改革实际，及时加强与新调整组建的空
军、火箭军等部队联系，对接抢险救灾方案
计划，并组织对各军分区抢险救灾准备工作
进行检查督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今年来，省军区各级贯彻“一队多用、一
专多能”要求，按照省建队、市州建营、县市
区建连、乡镇街道建排、村与社区建班组的
民兵应急分队编组模式，加强民兵防汛抢险
应急专业队伍建设，把力量编精编强；补充
配齐抗洪抢险装备器材，添置冲锋舟、操舟
机、救生衣等装备器材1万余件（套），巡检巡
修各型装备3000余件， 做到各类装备器材
完好率达100%；同时，加强针对性演练，全
区共组织136期1万余人次防汛抗洪骨干集
训、14次抗洪抢险演练， 指挥机关突出分析
研判汛情灾情、指挥通联、依案处置等内容
训练，民兵分队突出基本理论、装备操作、水
上巡逻、巡堤查险、救援转移、清障疏渠等针
对性训练，不断提高遂行任务能力，确保抗
洪抢险救灾随时拉得出、起作用。

灾情就是命令。截至目前，省军区各级闻
令而动，共出动民兵应急分队3500余人次，参
与搜救群众、排除内涝等抗洪抢险救灾任务。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奉永成） 针
对近期我省降雨集中，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
强降雨等天气情况，今天，省安委办要求，各
生产经营单位要强化红线意识， 坚持源头防
范，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省安委办认为， 近期我省气象复杂多
变，汛情来势汹汹，各级各部门要及时分析
研判当前水情、雨情、汛情，部署汛期安全
生产工作。

省安委办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落
实汛期领导带班值守制度， 落实防汛Ⅲ级

响应要求， 建立直达各个生产建设经营单
位的信息系统， 及时通报汛情， 做到早预
防、早预警、早撤离、早防范；将汛期安全生
产属地管理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
体责任进一步明确细化，要重点看管煤矿、
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冶金工
贸等行业，要盯紧“尾矿库”“头顶库”等事
故易发高危企业，要管住交通运输、人员密
集场所、油气管线等重点领域，有的放矢加
强汛期安全生产，发现险情要及时停产、撤
人，确保汛期安全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阳仑 赵向新 侯建明

6月22日起， 湘中以北大部分地区出
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资水、沅水出现超警戒水位。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长沙、株洲、张家界、岳阳、常德、
益阳、怀化、娄底9市州43县市区115.2万人
受灾。强降雨发生过程中，国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举全公司之力， 组织抗洪抢修队第一
时间对受损电网设备进行抢修维护， 及时
恢复供电。

连日来，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投入
923人，车辆217台、发电机26台，开展抗洪
保电、应急抢修工作。截至25日7时，累计恢
复87条10千伏线路、2253个台区、18.85万
户用户。

岳阳电力：“电骆驼” 党员
服务队防汛应急冲锋在前

突发特大暴雨使岳阳楼区10多个街
道(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多个低洼小区渍
水。

23日，正冒雨巡察电力线路的岳阳供
电公司“电骆驼”党员服务队队长孙泉的电
话不断响起。 他和服务队骨干迅速赶赴各
个小区。在血防所小区，积水已淹至二楼，
如不断电，会造成重大损失。孙泉和队员扛
着工具，跳入漆黑渍水中，验电，隔离，拉开
高压保险，小区成功断电。孙泉他们来不及
拧干湿漉漉的衣裤，又赶往下一个小区。

一天的应急救援下来， 孙泉和队友马
不停蹄为城区8个居民小区实施了紧急断
电处置，还接到报修电话275个，处理居民
用电故障160处， 守护了3000余户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由于在大雨、臭水中来回穿
梭，他们的皮肤都被泡涨发白。

常德电力： 冒着暴雨抢修
故障电杆

6月23日，常德市桃源县遭大暴雨袭击，
最大降雨量达345毫米，
国网桃源县供电公司8个
供电所辖区内电网不同程
度受损。上午10时，三阳
供电所运检副所长黄斌迅
速召集抢修人员， 清理抢
修物资，办理抢修手续，一
行5人奔赴受损最严重的
10千伏佘泥线。

抢修人员身披雨衣，
肩扛抢修物资和工具艰难
地向山头上的故障点迈
进。待雨势稍减，抢修人员
决定立即登杆作业。 抢修
员周杰查找到了故障根
源：20杆3个针式瓷瓶全
被雷击碎，A相、B相导线
断线。

“雨还没停，电杆太光

滑，这样上杆不行，脚扣上缠导线。”眼看着
抢修员周杰3次登杆都未成功，黄斌建议。

时间就在雨水的冲刷中一分一秒地过
去。下午3时，抢修人员拿出随身携带的矿
泉水和面包，几分钟内解决了午餐。饭毕，
抢修人员又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直
到排除故障。

在此次暴雨过程中， 国网常德供电公
司共出动25支特巡和应急小分队分赴各个
保电现场，主要针对排涝站、水情严重地段
的供电设施进行特巡和安全检查。

张家界电力： 积极应对恶劣
降雨天气

6月22日至24日,张家界地区普降中到
大雨，最大小时强降雨量为70.6毫米，全市
平均面雨量为89.3毫米。

面对恶劣降雨天气， 国网张家界供电
公司严阵以待， 做好防汛值班及雨后隐患
点特巡，并安排好电力抢险队伍，在确保人
身安全的前提下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23日上午，国网慈利县电力公司象市
供电所所长李建清接到报警： 有根高压电
杆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到急流不断冲刷，现
已倾倒。 李建清迅速带领人员赶到险情现
场查看，发现通杉线69号电杆倾斜，线路
碰树，被洪水包围，抢修人员无法靠近。如
果洪水不断上涨， 有可能导致主线路出现
大规模倒杆断线。

李建清在现场迅速研究制定抢险方
案，决定在相邻电杆设置临时拉线，尽最大
可能减少损失，等到洪水消退后，再抢修恢
复倒杆线路。下午4时许，暴雨停歇，洪水逐
渐消退，5名抢修人员展开抢修， 周围群众
主动参与。通过近1个小时的人力校正和维
护，电杆线路终于恢复。16时43分，该线路
恢复正常，试送电成功。

截至25日上午12时，国网张家界供电
公司共出动抢修人员710人次、 抢修车辆
151台次， 已全面完成受灾配网设备的抢
修工作， 所有线路和台区均已恢复正常供
电。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谭显润） 在今天召开的全省自然灾害灾情和
救灾工作新闻通气会上，省减灾委副主任、省
民政厅厅长唐白玉对全省民政系统下一步抗
灾救灾工作的部署进行了通报， 要求最大限
度地减少灾害风险、 最大程度地减轻灾害损
失、最高效率地救助受灾群众。

通气会要求全省民政系统积极部署抗灾
救灾工作：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指示精神， 保持高昂斗志和良好精神

状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切实加
强组织纪律，坚持一切行动听指挥，毫不松懈
地抓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 坚决打赢防汛抗
灾这一仗， 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救灾工作的指导。按
照应急响应要求，加派工作组，迅速赶赴自治
州、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娄底
市、怀化市等强降雨受灾地区，指导帮助当地
抗灾救灾和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

作。进一步收集汇总灾情数据，做好协调汇报
工作，安排和下拨救灾应急资金和救灾物资，
保证基层救灾应急之需。 要第一时间面向社
会和公众发布灾情和抗灾信息， 让广大群众
及时了解掌握雨情、险情、灾情，凝聚民心民
力，共同抗灾救灾。

三是继续加强值班值守， 切实做好灾情
报送工作。严格执行灾情2小时内初报、重大
灾情直接上报和24小时灾情零报告制度。各
级民政部门还要加强与气象、水利、国土、农
业等部门的沟通，做好灾情信息的收集分析、
会商和上报工作。

四是加强重点指导和工作督导。省减灾委
办公室、省民政厅要加强对市州减灾委、民政局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协调指导和调度督导。

紧急
转移群众

坚决打赢防汛抗灾之仗

全省民政系统部署抗灾救灾工作

严阵以待 全力以赴

省军区积极投身防汛抢险救灾

省安委办要求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湖南电力，抗洪抢险保供电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刘勇

“现在就去医院检查，这是命令!”6月25日
上午， 省防汛办主任罗毅君以不容辩驳的口
气， 对省防汛办调度处处长常世名下达了一
道特殊的“命令”。

向各地发出防洪调度命令， 在省防指值
班室是常有的事。这道特殊的“命令”，却让蹲
守省防指的记者为之动容。

这几天， 我省汛情陡然紧张起来。24日下
午，资水干流、沅水干流水位双双超过警戒线。根
据24日的降水预报图，24日20时至25日20时，强
降雨依然维持在资水和沅水流域。 这极可能导
致洪峰叠加，沅水、资水流域防汛形势恶化。

五强溪、凤滩、柘溪等大型水库的防洪实
时调度，将决定这次流域性洪水防御的成败。

早在暴雨发生前， 省防指提前对五强溪
水库实施预泄调度，消落库水位3.54米，增加
调蓄库容3.46亿立方米；调度柘溪水库、凤滩

水库满负荷发电， 分别消落库水位4.17米、
6.76米，增加调蓄库容3.5亿立方米、2.09亿立
方米。

常世名长期从事水库调度， 有着“常调
度”之称，当仁不让扛起了水库实时调度的重
任。参加防汛会商、分析水库水情、下达调度
命令……在白天忙了一天后， 常世名24日晚
继续通宵值班。由于拦洪错峰，五强溪水库水
位持续上涨，出库流量也相应加大到16500立
方米每秒。此时，下游的沅水桃源站水位已经
超警戒线。25日凌晨5时， 常世名根据省防指
会商意见下达调度命令， 要求五强溪水库调
节闸门开孔，确保按15000立方米每秒控制下
泄，减缓下游防洪压力。

“好在雨带南移，昨晚的暴雨主要下在沅
水上游和湘江中下游。 要是再往北边移动三
五十公里，沅水、资水形势就复杂了。”25日大
清早，省防指负责人就来到值班室，召集防汛
值班人员碰头会商汛情，“五强溪水库拦洪效

果如何？能否再拦一点洪水？让沅水下游早点
退出警戒水位，减少防汛消耗。”

一晚无眠的常世名， 盘算了一会：“五强
溪水库起调水位95.28米，拦蓄洪水8亿多立方
米。通过联合调度五强溪水库和凤滩水库，降
低下游沅水桃源站洪峰水位约3米。现在五强
溪水库水位涨到了102.4米， 但还有拦蓄能
力，建议兼顾上下游，适当减少泄量。”

10时许，会商决定：从11时起，五强溪水
库下泄流量压减到14500立方米每秒。

常世名起身，准备传真调度命令。
“你的脚怎么了？”看到常世名走路一瘸

一拐，参加会商的罗毅君问道。
“昨天上午开专家咨询室的门时，大门掉

落下来，砸了脚。”常世名回答。
这时，大家才发现，常世名的右脚肿得像

包子一样。罗毅君这才下达了特殊的“命令”。
经检查，常世名右脚骨折，医生建议“休

息一个月”。从医院出来，常世名直接回到省
防指值班室， 又连轴转工作了一天。25日傍
晚，沅水下游桃源站、常德站均退出警戒线，
他才回家休息。

一道特殊的“命令”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特大暴雨袭击怀化， 秀美的五溪大地遭
重创：江河暴涨，山体滑坡，路塌房毁，村庄被
淹，群众被困，灾情危急……

自6月22日以来， 强降雨造成怀化市沅
陵、辰溪、溆浦、麻阳等7个县市区99个乡镇不
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33.85万人，紧急转移人
口7.45万人。

救援、转移、抢险……人民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怀化市党员干部挺起不屈脊梁，众志成
城抗击洪灾。

要靠前指挥

“在所有灾区特别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受灾群众最集中的地方、 救灾困难最大的地
方，都要有领导干部靠前指挥。”6月24日下午
14时30分,�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与降雨灾情
较重的沅陵、辰溪、溆浦、麻阳等县党政主要
领导进行视频连线， 了解各地受灾及抗救情
况。

随后，彭国甫召开全市防汛抗灾调度会，
市委副书记、 市长赵应云就防汛工作进行了
部署。市防指派出28个由水利、民政、交通、电
力、 国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分赴灾情
最严重的县抗灾救灾。

在抗灾斗争中，怀化市、县各级各部门领
导分头深入灾区一线。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厚
厚的淤泥，涉过深深的积水，6月25日，彭国甫
赴麻阳实地察看灾情， 一线指挥抗灾救灾工
作。 赵应云等市领导分别赶赴受灾严重的县
乡，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雨情、水情、灾情，时刻牵动着省领导的
心。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非常关心怀化的
灾情，6月25日上午10时30分许，他给正在麻阳

隆家堡乡指导防汛抗灾的彭国甫打来电话，详
细了解怀化的灾情，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
把防汛责任落实到位，把防汛措施落实到位，深
入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午夜大转移

肆虐的洪水面前, 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
出，滔滔洪水中党旗鲜艳无比。

“今晚可能有暴雨来袭，请迅速组织群众
进行转移……”6月23日晚， 接到溆浦县均坪
镇政府的电话预警后， 该镇金溪界村村支书
向长春立即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 奔赴该村
地质灾害点，转移群众。

“照顾好老人和小孩，注意防滑。”向长春
顾不上全身湿透，指挥村民有序撤离，扯着嗓
子叫大家小心路滑，注意安全。

晚上10时，雨越下越大。“迅速转移，腿脚
不好的就背下去。”向长春带领党员干部挨家
挨户转移群众。“山上还有两位精神病患者。”
得知消息后，向长春等找到患者住处，全程背
下了山，并安置在村部休息。

转移工作一直持续到24日凌晨1时，20位
村民住进了村部集中安置点，10位村民被安
全送到了附近亲友家里。

急流中救援

“救到了，救到了!”6月25日零时40分，麻
阳兰里镇锦江河边，随着黑夜中一艘载着4人
的小渔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岸上的人群
中发出一阵欢呼。

“快来救救我们，我们被洪水围困了。”24
日晚上11时左右， 兰里镇兰里社区居民黄秀
平向镇政府求救。 镇长滕树沅立即带领应急
分队奔赴现场。当时，黄秀平家的房子一楼基
本被洪水淹没，只剩下屋顶露出水面，黄秀平

和儿子将头伸出被揭了瓦的屋顶惊慌求救。
滕树沅决定， 用绳缆拉住小渔船下水救

援。应急队员刘清平接下救援任务，花园村村
民王孔军主动参与。他们找来一辆小货车，将
绳缆固定在车上，另一端捆在了小渔船上，缓
缓划了出去。

当渔船划至黄秀平家前20米时， 绳缆不
够了。刘清平和王孔军分坐船的两头，抓牢旁
边的房檐，将绳缆解开，攀着房檐缓缓向黄秀
平的房子划去。船头插入屋檐固定住。将船停
稳后， 刘清平与王孔军立即接引黄秀平父子
从屋顶转移到渔船。

勇救落水童

生命至上，守望相助。在灾区，普通群众
同样演绎着感人故事。

“小孩落水了！小孩落水了……”6月25日
上午9时许，辰溪县辰阳镇汪家桥村村民唐梅
华大声呼喊。

唐梅华家的楼房临公路而建， 门前就是
车水马龙的省道S308线。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锦江水位暴涨，淹没了她家门前的约200米省
道，最深处近2米。

租用唐梅华家门面做生意的郑祖富听到
呼喊声立即冲出门面， 只见对面八九米远的
地方，一个小孩在水中挣扎。

郑祖富涉水冲向小孩，将小孩救起。被救
的小孩名叫杨涛，今年6岁，系辰溪县火马冲
镇大桥村人， 与爷爷奶奶租住在汪家桥村。

“多亏了小郑搭救，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杨涛的爷爷杨正安感激地说。

众志成城缚苍龙
———怀化市党员干部一线抗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