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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滕珊珊 张祥雄

普降暴雨，锦江河水持续上涨。
自6月23日8时开始， 麻阳遭受暴雨侵

袭。“第3次洪峰预计在 25日 2时， 水位
149.80米，超警戒水位约4.04米。”县防汛指
挥部的通报称，这次洪峰流量更大，水位更
高，又是午夜人最疲惫、最容易放松警惕的
时间点。

大灾面前，责任如山；群众生命，放在
首位。 奋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麻阳党员干
部没有丝毫懈怠。

大桥传来好消息
6月25日0时，在锦和大桥两头，禁止车

辆通行的警示牌矗立在路中央，24小时值守
的锦和镇政府工作人员随时观察着水情。

“书记，好消息，水位开始下降了！”凌
晨一刻， 在桥头防汛值守的副镇长杨斌扯
着嗓子冲着电话喊道。 这对于正在镇政府
总调度的镇党委书记杨再刚来说， 的确是
天大的好消息。

原来，24日下午3时左右， 渝怀铁路增
建二线施工栈桥的第3、4、5节桥面被洪水
冲毁，其下游30米处正是锦和水电站大坝。

冲毁的钢架桥很有可能对大坝坝体造成冲
击和损毁， 严重威胁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

锦和镇发现险情后，立刻汇报、安全转
移、加强值守，组织镇政府防汛应急分队40
余人联合锦和路政、锦和派出所、锦和城管
队等部门对大桥实行交通管制， 并于24日
19时前完成了下游沿河7个村低洼处3300
余人的安全转移。杨斌与其他3位镇政府工
作人员在现场24小时蹲守， 全程监控水情
灾情。

马不停蹄转战忙
“走，上谭家寨去。”24日0时10分，麻阳建

设南路21号的6楼仍灯火通明。县委书记李卫
林一个半小时前刚从抗洪一线回到指挥部，
在这里实时观测第2次洪峰顺利过境后，又马
不停蹄奔向受灾乡镇实地查看灾情。

“洪峰顺利通过锦和，请县城各部门与
锦和下游沿线乡镇做好准备， 保持警惕！”
第3次洪峰的到来比预计时间要早，防汛指
挥部的值班领导和工作人员时刻盯着大屏
幕上各监测处的水位变化， 随时做好记录
和发布指令。

“县城水位最高纪录为149.6米，洪峰
已在1时顺利通过。” 25日1时20分，县水利

局高级工程师舒序英放下记录数据的笔，
向在场的值班领导和工作人员公布监测数
据，整个指挥部大厅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这块云团在往东南方向移动，接
下来两天应该不会再有大雨了。”县长李仕
忠立刻又调出了实时卫星云图， 和其他几
位领导聚在星图前和专家们讨论未来几天
的雨势走向。 面对可能引发的次生地质灾
害和卫生问题，防汛指挥部没有丝毫懈怠。

午夜坚守保平安
25日0时54分，县交警大队执勤民警在

中医院路段执勤、指挥交通，向来往车主指
明可通行路段，确保车主安全、有序通行。

1时03分，县交警大队在蓝宝石低洼处
蹲守，避免行人和车辆误入积水处。

1时25分， 县公安特警在防洪堤蹲守，
实时查看水位。

1时30分，高村镇尧里社区巡查小队在
防洪堤巡查。

1时45分，县公安特警巡查小队在防洪
堤巡查。

2时，梅水桥排涝站值班人员查看记录
梅水桥水位，此时水位149.35米，比最高峰
24日深夜的149.45米略有下降， 洪峰已完
全过境。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陈尚彪 刘鹏)根据省防指部署，今日
18时，柘溪水库开闸泄洪。据悉，这是今年
入汛以来，该水库第一次开闸泄洪。

连日来，安化等地普降暴雨，资江干流
水位抬高，今日14时30分，柘溪水库上游入
库流量为每秒5340立方米， 水库水位为
162.06米。据县防指介绍，柘溪水库水位在

162米至165米都可以自由调控， 省防指部
署本次泄洪是因为资江上游降雨量多，且
近几天还有降雨， 需为后续迎战强降雨腾
出库容。

柘溪水库本次泄洪流量由每秒1800立
方米增加到每秒4000立方米 (以上含发电
流量)，增泄量为每秒2200立方米。省防指
将根据雨情和汛情的变化调整水库泄洪，

如果持续降雨，可能会增大出库流量。
据悉，安化、桃江下游5座梯级电站已

提前两小时腾出库容。安化沿河各乡镇启
动了防汛Ⅲ级响应，各单位、群众及时转
移重要财产， 人员不在危险区域逗留；桃
江水务局派出了巡查组进行巡查，交通海
事部门加强了对河道、船只、渡口、码头的
管理。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黄振 曾昭志）“所有县级领导和各级
防汛责任人今夜要赶到一线值守， 只要能
保一方平安，再辛苦也是值得的！”6月25日
凌晨，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在县防汛指挥部
下达作战指令，凌晨1时多，他又赶赴三市

镇一线督战防汛抗灾。县委副书记、县长黄
伟雄通宵坐镇长寿镇指挥防汛工作。 为了
应对凌晨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平江1万多名
干部通宵达旦战斗在防汛抗灾一线， 紧急
转移群众3万多人。

为防范可能出现的强暴雨天气， 所有

县级领导、 镇村干部、 防汛责任人赶赴一
线，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点、危房
土坯房、低洼地带、傍山建筑、出现险情的
水库山塘等危险区域的值守巡查； 同时,明
确预警人员、转移信号、转移路线、安置场
所，及时果断做好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午夜坚守战洪峰

柘溪水库开闸泄洪
安化、桃江积极应对

平江转移3万多名群众

� � � � 6月26日18时，
柘溪水库开启5孔闸
门泄洪。

薛雨风 摄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胡亮 李婵）昨天凌晨，长沙市岳麓区荷叶塘的
蜈蚣山半山腰一户宅基地边坡因雨崩塌，2户
住户，人员12人，及财物全部安全转移。

昨天下午， 梅溪湖街道联络村村委会后
的山体出现滑坡征兆, 附近人员和生产设备
被紧急转移。雨停后，即动手处理排水沟渠淤
积的泥水。今天下午，施工队遮盖住裸露的黄
土，阻挡泥土下滑。街道24小时巡查森林、山

坡、水库和山区住房，及时处置险情，并通过
信息平台发布预警信息。

就辖区出现的险情，岳麓区高度重视，组
织召开防汛工作紧急会议， 启动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要求确保预案、预警到位，确保地质
灾害、内涝易发地一处一人防守到位，确保灾
后居民的正常生活；要求发现井盖冲开、树木
倒塌等情况及时处理，避免发生二次灾害，保
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岳麓区：紧急处置险情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王巧农）“我是县防汛督查组的，请问作
为水库管护员，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这
是6月26日永兴县开展防汛和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突击检查珠江坝水库的场景。 该县从相
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5个督查组， 深入各乡
镇对全县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
突击检查。

针对强降雨情况， 该县启动了防汛Ⅲ
级响应，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轮流坐镇防
汛值班室调度防汛工作；同时，抽调力量组

成工作组对全县17个乡镇进行突击检查。
该县督查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每到一个
乡镇， 都要详细查阅各乡镇的防汛预案和
地质灾害防治预案， 查看值班值守情况是
否正常，值班记录是否完备，核对各水库管
理责任人员、 地质灾害点防治责任人员等
名单。从督查情况来看，各乡镇都制定了防
汛预案和地质灾害防治预案， 实行24小时
值班值守制度，明确了相关责任人员，水库
管护员、 地质灾害监测员和应急队员都知
晓自己的岗位职责。

永兴县：突击检查防汛

通讯员 胡卫红 文黎明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6月26日, 在桃江县三堂街交警中队，中
队长刘光跃正和同事忙着清理院内的垃圾。
虽然洪水已经消退， 旁边的停车棚里仍能清
晰地看到洪水留在墙壁上的痕迹， 棚里的几
十辆车分外惹眼，由于村民的帮助，这些车辆
免遭洪水淹没。

6月22日至25日，桃江普降暴雨，资江水
位持续上涨， 导致资江北岸的三堂街镇严重
受灾。暴雨袭来，只有3位民警和4位协警的
中队第一时间投入了抗洪抢险一线。

24日下午3时半，刘光跃正和同事在317
省道指挥疏导因山体滑坡而堵塞的交通时，
接到电话得知中队驻地积水，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马上转移中队停车场的暂扣违法涉案车
辆。于是，他带一部分警力赶回中队将停车场
里扣押的车辆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 但车辆
多，而交警人手不够，照洪水上涨的速度，根

本来不及全部转移……就在刘光跃心急如焚
时，周围几位村民见此情况，主动帮民警转移
涉案车辆。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将15台小车
和45台摩托车平安转移到安全地带。

今年53岁的温建勋是那天自发并组织村
民帮助交警转移车辆的带头人。他告诉记者，
当天他帮朋友搬家后路过交警中队时， 看到
几名交警正在院内忙着转移车辆， 见他们的
工作这么辛苦，就喊上几名熟人过来帮忙。他
说，平时交警队民警对他们周边村民特别好，
出点力帮下忙是应该的。

刘光跃说， 那么多群众在他们遇到困难
时伸出援助之手， 使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警民一家亲”。

据了解，在这次洪灾中，三堂街交警中队
将辖区50余公里省道和200余公里县乡道一
一排查，共疏导交通20多次，排查积水、塌方等
道路安全隐患12处，设置警示标志18处，接警
处警4次，有效防止了各类危险事故的发生。

洪水袭来，警民情深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李社庆 宁建华

“救命，救命啊！”6月23日晚7时40分左
右， 邵东县灵官殿镇水管站干部罗永中和妻
子， 正沿着双善村孙家桥到沙湾里河坝上散
步，突然听到河中传来呼救声。

罗永中循声望去，发现50米开外的河水
中，3个小女孩在水中拼命挣扎。

这段河道原本水较深，又赶上22日刚下
过暴雨，拦河坝的闸门正在泄洪，水位更高，
水流更急。

“不好！她们溺水了。”情况危急，罗永中
来不及多想，箭步如飞冲向河边，跳入滚滚激
流中，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小女孩，立
即游到岸边，把她推到岸上。

救下第1个孩子后，罗永中发现另
外2个小孩已被洪水冲出去几十米。因
体力不支，她们开始慢慢往下沉。

罗永中迅速朝她们游去，抓到一
个小孩， 用一只手将她托出水面，一
只手划水，奋力游向岸边。

救下第2个小孩后， 罗永中又迅
速跳进河水中， 去救第3个小孩。此
时，他被河水呛了几口，已精疲力竭，

自己也不时在凶猛的河水中沉浮。见此情形，
罗永中的妻子急得在岸上又哭又喊：“快救人
啊，快来救人啊！”

呼救声惊动了河对岸正在散步的退休医生
宁桂连和家住河边的孙春晚、孙友林父子。这时，
第3个小孩已被洪水冲出了近200米， 罗永中继
续朝她游去。孙春晚、孙友林迅速跑到河边。

“这里杂草丛生，没地方下水，你们快到
下面去拦。” 听到对岸宁桂连老人的呼喊，孙
春晚父子拔腿向河下游奔去，将第3个小孩成
功拦截，与罗永中合力将她救上来。

这次救援中， 孙友林新买的手机和手表
被河水浸泡后报废，但他并不后悔，他说:“和
生命比起来，手机和手表算不了什么。”

3个小孩溺水命悬一线———

众人联手紧急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