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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祝林书） 省民政厅今天召开全省救灾应
急紧急会议，向全厅机关干部和市州民政局
长传达中央、省委省政府应对当前暴雨洪涝
灾害指示批示精神， 要求全员在岗在位，振
奋精神，连续作战，压实责任，坚决打赢防汛
抗灾这场硬仗。

截至6月26日16时，省减灾委办公室、省
民政厅统计， 暴雨洪涝已经造成14个市州
262.1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近35亿元。 本
轮降雨是我省今年入汛以来迎来的最强降
雨，雨量多、强度大、历时长；据气象部门预
报，25日晚至27日强雨带位于湘中以南，28
日至30日雨带逐渐北抬，29日晚至7月1日白

天，湘西、湘北地区又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
程，全省灾情势必将进一步发展，汛情复杂
严峻。

会议要求全省民政系统深刻领会中
央、省委省政府要求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 切实加强
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毫不松懈地抓
好当前防汛救灾工作，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杜绝群死群伤。

会议指出，强降雨还在继续，需要切实
做好新灾应对工作。 全省民政系统要迅速
查灾核灾，加强调度、加强沟通协调。干部、
人员迅速下到一线，各种救灾物资、救灾款

项更需尽快运到位、做到位，把灾民生活切
实安排好，绝不能出现安置点没人管饭、有
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等事故。 要做好因灾死
亡人员亲属的安抚工作，做到细致周到、暖
心暖意。要做好灾情汇总和发布。协调新闻
宣传部门和各级主流媒体， 做好当前抗灾
救灾的新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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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级各
部门的防汛抗灾行动充满信心； 积极宣传
抗灾救灾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 增强社
会正能量， 凝聚民心民力共同参与抗灾救
灾；面向社会，及时精准发布灾区需求，支
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沈德良

这几天，雨情、水情、汛情、灾情，总让我们
牵肠挂肚：全省已有200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已超过20亿元。 更让人揪心的是，未来几天，
我省部分地区仍将遭遇较强降雨，汛情还将持
续，受灾损失还可能进一步加大 ，尤其是经过
多日雨水浸泡、冲刷，一些山区山体崩塌和泥
石流等极端自然灾害的几率陡然增加。

从22日开始，我省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
强度最大、汛情最重的一次降雨过程。 暴雨成
灾，有人向险而行；积水翻涌 ，有人巍然挺立 。
“雨再大，有警察蜀黍就不怕”“风雨中，总有让
我们感动的人”。 这些天来，无数普普通通的人
成为各种媒体争相传颂的主角———

在岳阳市区下王巷，消防战士在齐脖子深
的洪水中紧急转移群众 ；在津市东临村 ，公安
战士、武警官兵用肩背、椅抬 、怀抱的方式 ，将
一屋老少转移到安全地方；在吉首矮寨镇坪朗
村，被洪水围困的孕妇被村干部紧急转移到安

全区；在华容，1780多名党员干部通宵达旦坚守
在抗洪抢险一线……

平时，他们可能与普通人并无二致，按部就
班地干着本职工作 ，但危急关头 ，他们却能舍
得下、豁得出，冲得上、顶得住，用他们的坚守、
付出，乃至面临危机时的以命相搏 ，在滔滔洪
水中标注出一道道绚丽的风景。

打赢眼下这场防汛抗灾硬仗，我们既有充足的
物质准备，又有科学的应对准备，更有“人定胜天”
的意志与勇气。 这种坚毅与勇气，很大程度上源于
无数普通党员干部关键时刻发挥出的表率作用。

雨情就是警报， 汛情就是最大的民情、政
情。 “哪里有汛情，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
每当灾情袭来 ， 总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冲在前
面、干在实处，成为抗击洪水的“主心骨”、“主力
军”，彰显出共产党人的本色。

暴雨无情，人间有爱，感谢那些风雨中为我
们遮风挡雨的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无数普
普通通党员干部、解放军武警官兵暴风雨中的
坚守、付出，洪水会退，家园仍在，人能平安！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柳德新 刘
勇 通讯员 杨粲)雨带仍在湖南徘徊，后期
可能出现洪水叠加的不利局面， 我省防汛
抗灾面临多点作战的严峻形势。 省防指今
天强调， 继续保持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的工
作状态和行动标准，决不可掉以轻心。

23日起，省防汛办启动非常时期防汛值
班工作模式，在常规值班人员基础上，补充值
班力量， 并分为值班及灾险情组、 水库调度
组、材料综合组和后勤保障组，合力迎战暴雨

洪水。省减灾委、省民政厅25日15时将Ⅳ级救
灾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Ⅲ级，派出2个工作组
赴自治州、 常德等重灾区查看灾情， 指导救
灾。省住建厅紧急派出6个工作组，分赴岳阳、
常德、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自治州等7个
市州，指导各地抗灾。 省国土资源厅派出5个
工作组，分赴怀化、娄底、邵阳、益阳、岳阳指
导防御地质灾害。省交通运输厅派出3个工作
组，分赴自治州、怀化、常德、张家界、岳阳、益
阳指导恢复水毁的交通设施。

据气象预报，26日至27日， 强雨带位于
湘中以南；28日至30日，雨带逐渐北抬，省内
仍有持续暴雨、大暴雨；29日至7月1日，强降
雨又杀“回马枪”，回到湘西和湘北地区。

省防指分析，当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由于土壤含水量饱和， 各地发生山洪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江河湖库底水位已经
大幅抬升， 遇暴雨极易超警戒甚至保证水
位；各大水库拦蓄洪水后，剩余的防洪库容
已经不多。

�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柳德新 刘
勇 通讯员 杨粲)22日以来，强降雨导致各
类水库蓄水猛增，其中中小型水库624座一
度蓄满溢洪。

22日8时至26日14时，雨幕笼罩大半个湖
南，降雨50毫米、100毫米、200毫米以上笼罩
面积分别达16.71万平方公里、9.42万平方公
里、2.23万平方公里。 点最大降雨为沅陵县三

渡水站467.0毫米；日雨量最大为沅陵县三渡
水站293.0毫米； 最大1小时降雨为鼎城区王
家嘴站82.5毫米。降雨历时之长、范围之广、雨
量之多、强度之大，均为今年入汛以来之最。

受强降雨影响， 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
湖水位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沅水中下
游、资水下游及上游部分支流、湘水下游部
分支流、 澧水支流道水及洞庭湖区汨罗江

等，均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本次暴雨洪水
过程中， 全省共14个河道站点水位一度超
警戒水位，但目前均已退至警戒线以下。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乐子） 省公路管理局今日发
布，截至26日，我省国省干线共有7条16
段因强降雨发生了预估5小时内无法恢
复通行的重大交通阻断， 其中已有11段
恢复通行。 仍有自治州、怀化地区的5段
重大阻断尚未恢复通行， 公路部门正在

紧急抢修中。
以下3段预计27日可以抢通：泸溪县

G319线K1580+800至K1581+800段，
因暴雨致使边坡坍塌导致交通阻断；泸
溪县G319线K1592+300至K1592+500
段、K1592+700至K1592+800段， 因暴
雨塌方导致交通阻断。

以下2段因阻断严重，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恢复通行，分别为：怀化麻阳峦潭村
G209线K2382+800至K2382+900段，
因山体滑坡导致交通阻断，预计28日24
时恢复交通；怀化会同S222线K53+800
至K53+900段，因鲁冲桥便道冲毁导致
交通中断，预计30日9时30分恢复交通。

通讯员 王洪波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26日上午， 趁着暴雨停歇的短暂
时机， 广铁集团张家界工务段防洪办
工程师廖伟带上自己的“新伙伴”———
“精灵4”无人机，向焦柳铁路977公里
960米处三级防洪加强重点地段赶去。

此前， 该地段防洪看守人员在巡
查时发现， 堑坡上面的岩层有剥落现

象， 但由于山势陡峭无法爬上山顶了
解具体情况。为了保证汛期运输安全，
廖伟必须第一时间用无人机对整个山
体进行隐患排查。

到达指定地点后， 廖伟向现场看守
人员了解隐患存在的大概位置， 便开始
进行空中巡查。

拍摄大约半小时，廖伟开始操控无
人机返航。无人机安全落地后，廖伟长

舒一口气。他一边回放视频，一边向值
班的防洪看守人员介绍：“岩层整体性
较好，虽然有些裂隙和裂缝，但根据近
距离观察， 可以判断小落石只是表层
的剥落和脱落。 ”

据广铁集团介绍， 自进入主汛期
以来， 粤湘琼10多条铁路干线配备了
300多架无人机巡查线路，确保铁路大
动脉运输安全。

湖南铁塔全力以赴抗洪保通信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杨琳）6月23日

以来，湖南铁塔上下联动，全力以赴开展抗洪灾保通信工作。
湖南铁塔针对以往雨情、汛情、灾情和自身建设维护工作特

点，分别制定和完善防汛应急预案；6月初，湖南铁塔还联合运营
商开展了环洞庭区域等重点地段的应急保障实战演练； 开展预
防巡检和隐患排查整治，并及时消除隐患。

省市铁塔分公司分别与运营商建立了应急保障工作组，执
行24小时值班制度。此外还建立了全省大区应急储备点，增加配
置应急油机1305台，按地理位置设置湘北（长沙）、湘南（衡阳）和
湘西（怀化）三个应急油机储备库，辐射全省14个市州。

由于洪水淹没了道路、多地塌方，导致部分基站无法步行到
达，抢修队员们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借助推土机、小船、木板等工
具运送油机。 截至发稿时，湖南铁塔共计出动人员5914人次，车
辆2547台次，油机3299台次，投入防汛抗洪。目前灾情仍在继续，
抢修队员们仍然奋战在一线。

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全省救灾应急紧急会议要求

人员迅速下到一线 保障受灾群众生活

三湘时评

感谢那些遮风挡雨的人
雨带徘徊 洪水叠加

防汛面临多点作战

624座水库蓄满溢洪
雨幕笼罩大半个湖南

5段国省道发生重大交通阻断
预计今起陆续抢通

无人机“巡山”查险

灾后救助有序
6月26日，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芷坪村，村民张贻军（右一）和母亲接到赈灾物资。“6·25”

强降雨发生后，县政府筹集80万元救灾资金下拨至14个受灾乡镇，基本解决了受灾群众吃饭、住宿
等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向云峰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 目前，22日以来的强降雨
已“转战”湘中以南，多地出现灾情。气象
专家预计， 梅雨锋雨带在省内活动至少
要持续到7月2日，并由南再往北移动，前
后在省内徘徊11天左右。

“此次强降雨持续时间之长，在湖南
历史上也较为少见。”省气象局副局长潘

志祥分析， 此次强降雨过程主要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2日8时到25日8
时，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以北地区，造成
湘中以北出现持续性、大范围的暴雨、大
暴雨，个别站点出现特大暴雨天气；第二
个阶段从25日8时到29日8时，雨区将集
中在湘中及以南地区，永州、郴州要密切
关注， 特别要做好水库防洪调度方面的

预报服务工作；第三个阶段从29日到7月
2日，湘西、湘北降水再度发展加强，将对
省内防汛形势造成严重威胁。

省气象台预计，27日至28日，湘中
以南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9日
湘东北、湘西南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30日至7月1日，湘西、湘北部分
暴雨，局部大暴雨。

强降雨将持续至7月2日
前后在省内徘徊11天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