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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郭勇钧

6月2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咆哮着
冲过桃源县南部山区。当晚9时多，记者冒
雨驱车赶往当地受灾严重的沙坪、杨溪桥、
茶庵铺3个镇。

此时，距山洪过去仅6个多小时，紧急
转移出去的村民们安然回家，惊魂已定，此
时坐在灯光下，在悠闲地喝茶、拉家常。大
险大灾过后这片安宁的夜色， 格外让人觉
得温暖。而在安宁的背后，有着无数人艰辛
的付出。

“只要一个群众没出来，就是
失职”

进入沙坪镇,已是深夜11时许。镇会议
室里仍灯火通明， 镇党委书记彭晖和几个
干部侧卧在几张木沙发上打盹。 办公室一
位女干部告诉记者，这两天大家太累了。说
话间，彭晖醒了，他介绍，从23日上午8时
起，桃源南部山区突降暴雨，牯牛山监测站
降雨量达到353.6毫米。暴雨导致山洪暴发,
河水陡涨。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山洪中，群众转
移及时，无一人伤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黄
昌怀想起当时情景，仍心有余悸。他感慨地
说：“若不是提前实施转移预案， 镇村干部
在山洪到来前敲锣吹哨，组织440多名群众
撤离，后果不堪设想。”

23日一大早， 大兴社区党支部书记黄
杰在巡查澄溪河时， 发现在外务工村民龚

章璋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小孩还没转移，就
上门劝其赶快离开。谁知老人不听劝告，说自
己一大把年纪了，还没遇到过洪水进屋的事。
最后， 镇长孙奇调来派出所两位干警和5个
防汛队员，将一家老小强背出去。才转移一会
儿，凶猛的洪水就涌入了这户人家。

孙奇感叹地说：“只要一个群众没出
来，就是我们当干部的失职啊！”

“这时不搭把手，我们还能
算乡亲吗”

在前往杨溪桥镇途中，借助车灯，见两
旁山体有多处滑坡，留下满目疮痍。车子进
入镇政府，时针已指向25日凌晨1时30分。

这时， 镇党委书记覃英俊和一群镇干
部也回来了， 他们披着雨衣， 手里拿着电
筒，一个个疲惫不堪。覃英俊告诉记者，这
里突发山洪是常有的事。 但镇里冷家溪河
超历史水位30多厘米，冷家溪社区被淹、最
深处达2米，这是没有料到的。

这时，食堂师傅把饭菜热了端进来，覃
英俊边吃边介绍， 杨溪桥镇是个地质灾害
多发的地方，遇到暴雨就会有灾害。这次山
洪冲垮了4户农民的房屋， 损毁房屋64间。
万幸的是，村民们提前半小时全部转移了。

说到全镇转移的1503名群众， 覃英俊
动了情：“这些群众转移出来后， 不用政府
做工作， 他们就被其他热心的村民迎进了
家门。”

杨溪桥社区居民刘高飞、 刘洪飞居住
的房屋因山体滑坡被损毁。这时，村民孙球

先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将他们接到
自己家里。刘高飞、刘洪飞眼里噙满了感激
的泪水。 孙球先笑着说：“这个时候不搭把
手，我们还能算乡亲吗？”

“只要守住了水库 ，少睡
几晚觉，值得”

茶庵铺镇是个茶乡，一场洪水过后，成
片成片的茶园愈加显得青翠欲滴。 遭遇山
洪侵袭时， 这个镇最受关注的是一座叫溪
西的水库。

记者来到溪西水库时，已是25日凌晨3
时。水库坝上，闪着3束手电光，在漆黑的夜
晚格外耀眼。循着光亮走去，原来是分管库
区安全的桃源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唐
汇京和镇党委书记郭志刚、 水库管理所所
长陈军，打着雨伞在巡查。

陈军告诉记者，由于库区水位已高，浸
泡时间不能长，否则会发生渗水、管涌、滑
坡等重大险情。如处置不当，将危及下游3
万多群众、2.3万亩良田的安全。所以，水库
从23日晚开始泄洪。

前两天，唐汇京、郭志刚等人忙着转移
群众，水库泄洪时又坚守库区，没怎么合过
眼。这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郭志刚说：

“只要守住了水库，少睡几晚觉，值得！”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向晓玲 覃世鸿

6月24日上午11时22分， 泸溪县石榴坪
乡兰村村塘湾组村民站在另一个山头的安
全制高点俯视家园， 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
10多米高的山，瞬间地动山摇，泥石流坍塌
而下，山像被天狗咬缺了一大块似的，1栋房
屋当即被摧毁……

“由于撤离及时，19户81位村民无一伤
亡。”

“幸亏刘明喜和曹书记， 不然我人就没有
了。”被强行转移的85岁老人包金娥百感交集。

包金娥老人言谢的刘明喜是该组的地
质灾害点监测员， 也是有着20年党龄的党
员。曹书记，姓曹名函，该乡党委书记。

6月23日凌晨4点， 哗啦啦的大雨在下
着，刘明喜辗转反侧，“起床，出去看看！”刘
明喜撑起雨伞，手执电筒，疾步来到了地质

灾害隐患点察看。“没有水流声， 地面未见
裂痕。”刘明喜紧绷着的心舒展了。1个多小
时里，他反复观察，天亮了，回家洗漱。

早上7时返回察看，安全。8时，再次察看，
依然安全。但刘明喜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回来
的路上他挨家挨户劝说大家转移。多年来，每
逢下大雨，刘明喜循环做这件同样的工作。

有村民说：“明喜，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
年哒，要垮早垮了，你慌什么哪？”

……
9时50分， 刘明喜再次走到隐患点察

看，眼前的樟树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在“发
抖”。凭借经验，刘明喜紧急敲响手中的铜
锣，边敲边跑边喊：“要垮山了！快出来，跑
到安全地带！”

刹那间，紧急的锣声、尖厉的叫声在山
野间响起，划破了往日的宁静。一部分村民
开始转移。但大多数无动于衷，怎么办？刘
明喜把一些将信将疑的村民带到隐患点。

“瞧，树都发抖了，这是要出大事!”人群中传
来了肯定的声音。

刘明喜相继拨通乡国土所和村部的电
话，并按照之前乡里演练的应急预案，一边
敲锣，一边大喊群众撤离。村民们赶紧有序
撤离。

在兰村村抗洪抢险的乡党委书记曹函
获知消息，迅速带领应急救援小分队赶往这
里，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坐镇指挥转移事宜。

85岁的老人包金娥不愿转移， 曹函听
到报告后，立即跑到她家中说：“老人家，您
看，大家都转移了，您就当出去透透气，跟
我们走吧！”

时针指向11时， 包金娥的儿子跑步来
到母亲面前，蹲下身子背起母亲，疾步跨出
家门。此刻，雨如瓢泼，乡镇干部纷纷为最
后转移的村民撑起了雨伞。

11时20分， 兰村村塘湾组地质灾害隐
患点19户81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陈尚彪 胡雄华）“要不是江南镇国土所工
作人员发现得早，及时通知我们转移，后果真
不堪设想！”6月25日， 暂时转移到亲戚家的安
化县江南镇庆阳村村民王代训激动地说。

6月23日，安化县普降暴雨，县国土资源
部门密切关注雨情、 汛情。上
午，江南镇国土所开会，要求全
所工作人员及时向地质灾害隐
患点“四包一”责任人发布预警
信息， 并对辖区内所有地质灾
害点进行动态巡查。会后，副所
长王勇等3人立刻赶赴自己的
责任点庆阳村， 到谢家园组王
代训、王七书2户屋后，发现山
上出现了大裂缝。“足足有数十
米长！”王勇说，当时雨势很大，
张开的裂缝不断有土壤经雨水
冲刷流下， 随时都有发生山体
滑坡的可能。

王勇他们赶紧来到王代训
家中，“赶快走， 先住到亲戚家
中。 没有接到我们的通知前不
能回家。”王代训和王七书听闻
后，立刻带着家人转移。24日凌
晨4点，王代训房屋后发生山体
滑坡。

安化地处湘中偏北， 全县
共有地质灾害点900多处，地质
灾害的防御工作成为了每年防

汛工作的关键环节。 该县国土资源部门提前
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落实“雨前排查、雨
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严防地质灾害，保护
群众安全。 据了解，至24日18时，该县共紧
急转移10户66人,其中发生的5处地质灾害成
功避险，涉及群众26人。

山洪过后，夜色安宁
———桃源南部3个山区镇防汛救灾见闻

锣声响后，惊魂一刻
———泸溪县兰村村塘湾组抗灾撤离纪实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吕小宝）今天，衡阳市防汛抢险暗访组
深入常宁市兰江、 洋泉两乡镇防汛抢险值班
室和洋泉水库、野马水库、宜潭片区上义村地
质灾害点，实地督查防汛值班情况，现场对照
值班表点名核对在岗情况， 翻阅防汛抢险预
案，查看水库水位和泄洪情况，督查中没有发
现缺岗问题，汛情形势平稳。

据悉，今天，衡阳市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
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县市区要将水
库防守、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作为重
点，确保不垮一库，不死一人，做好本轮强降

雨防范工作。
据了解， 最新的水情显示，6月25日8时

湘江归阳站水位为44.9米， 超警戒水位0.9
米。 湘江衡阳站、 衡山站水位均在警戒线以
下。目前，全市重点水库、山洪灾害易发点基
本布控到位，防汛物资储备情况良好、应急队
伍严阵以待。

衡阳市水利局副局长文昌荣说，目前，衡阳
市各重点水库全部把水位降到汛期限制水位以
下。在山洪灾害易发点，市水利、国土资源等部
门均采取得力措施。包括人员值班、滑坡体处理
设排水沟、核心区人员转移全部到位。

衡阳：确保不垮一库，不死一人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周俊 陈逸 邹蝶嫩
彭丽）6月25日凌晨1点，暴雨倾盆。涟水涟钢河
段钢索桥早已禁止人员通行， 桥下洪水翻滚。
几名水文测报员借着应急灯光， 跑上钢索桥，
对洪水进行紧张的测报。见状，附近保安对着
桥上大喊:“桥上危险，你们不要命了吗？”

6月24日开始的持续强降雨， 导致涟水
河水位快速上涨，娄底汛情也随之紧张起来。
当天17时， 娄底市防指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提升至Ⅲ级。 全市各级部门和基层干部按照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要求闻“汛”而动。市级领
导奔赴一线指挥调度， 各县市区防汛办灯火

通明，一条条信息、一条条指令快速出现在各
微信工作群中。 娄底军分区组织民兵舟桥营
和民兵应急抢险队伍投入防汛一线；水文、国
土、气象等部门密切监测雨水、地质和天气变
化，及时发出预警预报。

在各重点乡镇，基层干部和村干部24小
时坚守岗位， 并在灾害易发地段安排专人值
守。新化县天门乡一段公路出现多处塌方，乡
镇干部立即组织人员、机械紧张施工，确保了
交通要道通畅。天门乡鹅坪村、金石村、土坪
村发生多处地质灾害，由于预警和转移及时，
未发生人员伤亡。

娄底：领导奔赴一线指挥调度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尹建国 向云峰 ） 今天凌晨至
早上8时， 绥宁县大部分乡镇出现大到暴
雨， 部分乡镇出现特大暴雨，13个乡镇的
30个雨量站超100毫米。据初步统计，由于
降雨强度大， 导致该县道路塌方106处，5
个乡镇电力中断 ， 水利基础设施损坏严
重，8.74万亩农田受灾， 全县12.54万人受
灾，紧急疏散转移群众1.1万人，目前无人
员伤亡。

从24日23时，该县将防汛应急响应从Ⅳ
级升到Ⅲ级；25日上午8时从Ⅲ级升到Ⅱ级。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命令， 要求县级干部
全部下到联系乡镇，现场指导乡镇防汛救灾；
所有防汛责任人一律不得离开一线现场，山

塘、水库、电站和地质隐患点等重要部位要派
人死守观测，发现险情，立即向防汛办和乡镇
报告；所有景区一律关闭，所有在校寄宿生由
所在学校负责，其他学生明天放假；乡镇要立
即集结应急队伍，随时应急处置；所有县直机
关干部取消休假，在本单位待命，服从本单位
防汛抗灾工作安排。

强降雨发生后， 各县级领导和防指成员
单位及时对联系乡镇进行调度； 县防汛办对
所有水库、山塘进行直接调度，对巫水河电站
水位和下泄流量进行实时调度并告知会同县
防汛办。全体县级领导在5时前赴降雨量大的
乡镇指挥抗洪救灾。 各乡镇所有责任人驻村
蹲点严防死守，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确保人员
生命安全。

绥宁：紧急转移1.1万人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亚平 黄振 再兴
送文）受暴雨天气影响，平江县部分乡镇出现
内涝、路面积水严重，崩塌、滑坡等突发性地
质灾害风险极大。截至今天凌晨1时，该县因
地质灾害发生灾情16起， 其中滑坡11起、崩
塌5起，成功转移受灾人员70余人，由于处置
得当，未出现一起人员伤亡事故。

据介绍， 平江县委县政府采取超前部署
安排、及时预测预警、强化督查指导、全力查
险抢险“四步走”战略部署，有效应对暴雨。23
日，县委书记汪涛主持召开防汛紧急会商会，
动员各级各部门迅速进入防汛抢险的紧急状
态；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伟雄坐镇县防指指挥

调度，多次组织水务、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
进行会商； 全体县级领导分别下到所联乡镇
指导督查防汛抗灾工作， 暗访督查干部到岗
到位和看护人员巡查值守情况。

该县防指3次向各级防汛责任人发送预
警短信共2.8万条。由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
查室、县防指办成立6个督查组，到24个乡镇
进行防汛抗灾工作专项督查， 确保了防汛抗
灾责任落到实处。 县国土资源局全体党组成
员实行分片分组负责制，6个小组深入全县
24个乡镇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24个基层
国土所全员出动，奔赴现场巡查地灾隐患点，
做好组织群众撤离避灾的准备。

平江：6个督查组赴一线督战

安化：5处地质灾害成功避险

6月25日， 村民在抢修洪水
损坏的道路。连日来，持续强降
雨导致太西公路桃源县茶庵铺
镇木旺溪村段被泥沙和洪流冲
击出5处缺口， 阻断道路3公里。
灾情发生后，当地政府积极组织
抢修。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25日

第 201716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75 1040 132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96 173 397208

8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25日 第2017073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475551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7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99806
10 1365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8
64112

1164232
9426427

51
2346
40940
323523

3000
200
10
5

1406 23 26 3016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鹏 张雪娇

“要不是他们及时送来生活必需品，真
不知道这两天怎么熬过来。”6月25日， 桃江
县修山镇三官桥村居民刘英深有感触地说。
此前，她和家人被洪水围困了近30个小时。

23日上午开始，桃江强降雨，三官桥村
集雨面积达10.25平方公里，山洪袭来，造成
大面积积水，2000多人受灾。 镇村干部、党
员代表连夜分组进户查看受灾情况， 组织

群众有序紧急转移，至24日凌晨，已紧急转
移安置400多人，但地势低洼区三官桥集镇
100多户300多人仍被洪水围困。

三官桥村居民刘英说，“我们的厨房在
一楼，当时做饭都没办法。”刘英正为24日的
早餐该怎么解决发愁时，窗外漂过来一艘皮
筏艇，艇上装着矿泉水、食品等救援物资。

推着皮筏艇的是修山镇民兵舟桥分队
的队员。据召集人刘星浩说，当时县民政局
的救援物资已经准备好， 但冲锋舟还没有
配送到位， 民兵吴连喜赶紧把家中的皮筏

艇划来，为灾民运送食品和饮用水。
“一共送了6个多小时吧。”吴连喜说，他

们先推着皮筏艇送了3小时，后来冲锋舟调来
了，却因为水路复杂只能继续靠人力推，众位
民兵再蹚水3小时， 终于将22箱方便面、20件
饮用水等救援物资送到了100余户居民手中。

6月24日下午，雨势渐渐减弱，山洪开
始消退， 三官桥村干部和党员代表们继续
巡防值守、给灾民运送物资。6月25日清晨，
三官桥村家里进水的居民都在清理房中的
泥水，村里派出了环卫车和清洁工，沿路铲
装村民们清理出来的垃圾。 修山镇卫生院
的防疫队来了，他们身着防护服，挨家挨户
地喷洒消毒液、发放消毒物资。

皮筏艇送来救援物资

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