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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汛抗灾 抓紧恢复生产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 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由北而
南已经在湖南持续了7天， 仍然没有停歇的
意思。强降雨将如何发展？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刘剑科称，29日起强降雨带又将北抬，
而且强度将更大、 影响范围更广，7月2日之
前省内仍有强降雨。

据统计，6月1日至27日， 全省平均降
水量达316.4毫米， 较常年偏多65.5%，位

居历年同期第三位。 22日开始的这轮强
降雨过程，造成湖南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
暴雨、 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天气。22日8
时至28日8时，全省共有2429个乡镇出现
100毫米的降雨，625个乡镇出现200毫米
的降雨，81个乡镇降雨量达 300毫米以
上，11个乡镇降雨量达400毫米以上，累
计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涟源安平， 达533.9
毫米。

此外，截至6月28日8时，我省有27县市
达气象洪涝标准，其中辰溪、泸溪2县市达重
度气象洪涝； 共有35县市出现极端降水事
件，浏阳、花垣等22县市连续5天最大降水量
达极端降水事件标准。

气象预报称， 未来几天湖南降雨集中，
强降雨带先南后北，28日晚强降雨区位于湘
中及偏南地区，29日至7月2日雨带北抬，湘
西、湘北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 局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29日至7月1日为主要强降雨时段。 刘
剑科称，未来沅水、资水部分地区强降雨可
能与前期叠加，重复受灾的可能性大，需多
加防范。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记者 曹娴）暴雨
初歇， 记者今天从省旅发委和市州旅游部门
了解到， 之前受暴雨影响关停的我省部分景
区景点已陆续恢复游客接待。

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旅游港澳外事
侨务局统计，吉首市的矮寨大桥景区、德夯苗
寨核心景区、 乾州古城除万溶江外的其他景
区；古丈县的坐龙峡景区、红石林地质公园；
凤凰县所有景区（点），花垣县的十八洞村、金
龙村、芷耳村；永顺县除马拉河景区外的其他
景区（点）；龙山县的里耶古城、惹巴拉景区
等，均已恢复开放、正常运营。

截至6月27日下午， 自治州停运的景区
（点）还有11个，德夯苗寨的天问台、流沙瀑布
受洪水影响，道路有损坏，景区正在进行清理

修复；泸溪县的浦市古镇景区、白沙景区、天
桥山景区仍全部关闭； 花垣县的边城茶峒景
区、大龙洞水利风景区、古苗河景区、紫霞湖
景区暂未开放，目前正在清淤。

邵阳市多个景区（点）仍然关闭，包括武
冈市的云山景区，绥宁县的黄桑景区、关峡景
区，隆回县的花瑶景区，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南
山景区等。

这轮强降雨导致部分景区受损严重， 怀化
会同县的高椅古村在汛期疏散群众300余人，12
户景区门店经营户遭水淹；“大塘”景点约2亩荷
花全部被水毁；景区30余盏夜景亮化路灯受损，
部分标识标牌丢失，景区垃圾设施设备损毁，部
分游道遭水毁、 水泡。 据当地政府部门粗略估
计，此次水灾造成高椅古村损失约60余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三个老汉，一把铁锤，两根钢钎，三把锄
头，三天苦战，救了一片稻田。

6月26日下午， 记者驱车来到沅陵镇太
常乡寿山村，远远地看见对面绿色山体撕开
一道醒目的黄色滑坡口子，不时传来铁锤敲
打岩石的声音。

山凹中，新栽稻田一丘接一丘，旁边4米
宽的小溪，洪水减退。溪边稻田的秧苗像刚
吹过的毛发，偏向一方。

对记者到来，3个老汉完全没在意，泡在

溪水里，依然埋头苦干，雨水和着汗水，个个
浑身湿透。

“洪水很大，阵势很猛。”说起两天前的
事，75岁村民刘自兴仍心有余悸。

24日清早，寿山村民醒来发现，住屋对
面一块山体滑坡，10多立方米泥石下来，把
整条溪隔断， 筑起一段两米多高的堰塞坝，
洪水翻过溪堤，淹没了60多亩稻田。

“眼看秧苗被洪水糟蹋，看着心痛。”刘
自兴找到65岁的刘自柏、71岁的刘安六商
量，3人心一横，做出惊人决定，搬掉堰塞坝，
救下这片田！

当天上午，3个老汉冲进雨中，一场与天
“斗法”的抗洪救灾战斗，在孤寂的大山里打
响。

没有机械，他们用手刨，用锄头挖，用钢
钎撬，两米、一米五 、一米二、一米……坝体
越往下，身子够不着，怎么办？“小伙子”刘自
柏打头阵，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抡起锄头
就挖。

接着两天，3个老汉带着老伴继续疏浚
溪道，并在靠山体一面已垒起一条高0.6米、
长3米的挡土墙。

“村里稻田自己救。”刘自兴告诉记者，
虽然三个老汉家一共只有6亩多稻田， 但村
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不能看着乡亲的稻
田受损不管。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

“只要百姓平安我就心安了，我手臂脱
臼受点伤真不算什么！”

6月28日， 说起前几天冒着危险救人的
事，正在带领干部抢修公路的泸溪县交通局
纪检组长杨雨保语气平静。

6月24日，暴雨如注，山洪袭击。319国道
泸溪段山体滑坡。

灾情就是命令。杨雨保与抗灾救援小组
奔赴一线。行进到武溪镇上堡村富农山庄附
近，只见远处山体滑坡“哗哗”巨响，裹挟着
泥土向公路扑来。

“山体还在滑坡，停车!”隔滑坡地点100
余米的杨雨保，赶紧下车查看灾情。前方319
国道路面上，全是倾泻而下的土石方、椪柑
树。 停在路边的10多辆小车被冲得横七竖

八，现场一片狼藉。
情况危急！“救援车卡在那头了，我们从

这头救援。” 杨雨保与公路局党员徐庭前马
上展开救援。

“救命啊，救……”突然，一个微弱的声
音，从陡坎下传来。“这里有人！”杨雨保大声
喊了起来。

两个人赶紧跳下2米多高的陡坎。只见一
年轻男子被卡在农户猪栏外的沟槽里， 上半
身浸在淤泥里，颈部抵着一块石头，胸部被断
电线杆压着，一只腿被岩石压得严严实实。

“你还清醒不？”杨雨保上前问。“我感觉
要睡着了。”男子有气无力。

杨雨保急忙俯下身子，想搬开伤者脚下
的石头。但近一米深的淤泥，让他根本使不
上劲。

“你抱到他头，莫让他嘴巴进水，我搬石

头。”杨雨保赶紧和徐庭前分工合作。
搬开一点，再搬一点。挪出的地方随即

被泥土挤占。杨雨保左手挡泥土，右手搬石
头。突然，“咔嚓”一声，他听到自己右臂脱臼
的声音。他痛苦地蹲了下去，只见右肩骨头
耸了出来。

“老杨，你没事吧？”徐庭前见状疾呼。
说时迟，那时快。杨雨保赶紧将手夹在膝

盖固定好，一咬牙，使劲把左突的骨头拉开、
复位。又是“咔嚓”一声，他疼得泪流：“没事。”

处理好自己，他继续救人，靠在墙角，用
左手挖土堆，搬石头，手都挖出血了，终于刨
出男子一只腿。

“我疼，疼……”男子一时清醒一时昏
迷。“坚持住， 你不能睡过去， 我喊你要答
应。”徐庭前边喊边搬电杆、石头。

“还要使把劲，才搬得出那只脚。”杨雨
保说完，提起伤者的皮带，弯腰搂起伤者，徐
庭前全力推开剩下的石头，合力把伤者救了
出来。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周俊 鄢吉）6月27
日，国家防指专家组，冒雨赶赴新化县桑梓镇
老屋院， 就资江航道清障船只与老屋院施工
便桥撞击事件后续工作进行现场指导， 经现
场勘察，该险情基本排除，已不影响资江行洪
安全。

6月26日凌晨2时许，6艘航道疏浚船只
被洪水冲到新化县桑梓镇娄底大道满竹村老
屋院钢架施工便桥附近， 其中有2艘大船直
接撞击施工便桥，卡在桥墩处，造成施工便桥
受损，影响行洪，危及下游桥梁、船舶安全。

时间紧迫，多一分耽搁就多一分危险。经
相关部门和施工方紧急协商， 很快拿出了处
置方案， 即组织力量对撞击船只和受损桥体

进行切割脱离。
16时30分，执法船、吊车、铲车、挖机、氧焊

切割机等设备全部就位， 前来支援的武警、民
兵及各部门工作人员、施工人员共200多人赶
到现场，除险工作全面启动。为保证施工安全，
新化县防指、应急、气象、水文等部门协同作
战，准确预报汛情和雨量，疏散周边群众；加大
上游流域内船只和较大杂物清理，协调下游柘
溪水库加大泄洪流量，避免引发新的危机。

6月27日凌晨1时，赶在新一轮强降雨来
临之前，2艘清障船只和受损桥体被及时切
割，并脱离现场，险情得以初步排除。目前，该
区域汛情平稳， 县防指在施工便桥上游安排
专人值守，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29日强降雨北抬
雨区叠加致灾可能性大

6月28日，湘江长沙风帆广场段，工作人员在清理江面的漂浮物。近日，随着洪水上涨，湘江长沙段的江面漂浮物比往常多了许多。海事、
水务、城管等部门及时清理，以提高河道的防洪和通水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清理河道垃圾

三个老汉救稻田

“百姓平安我心安”

部分因暴雨关停景区恢复开放
高椅古村受损严重，多个景区正在清理修复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申喜志）暴雨洪水，使得农行湖南分行
辖内地区受灾严重， 给银行营业也带来严峻
挑战。农行湖南分行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打响防汛保卫战。截至今天，全省农行系统无
一网点因灾中断营业。

省防指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后， 农行
湖南分行党委第一时间要求各级行党委履行
好抗洪第一责任，确保网点人员和资金安全，
确保不发生责任性安全事故， 确保维护金融
安全稳定。同时，加强抗洪防汛应急值班，强
化应急预案演练。

在岳阳、常德、怀化、自治州等受灾严重
地区，农行员工与时间赛跑，与洪魔抗争。6月
24日，农行湘西分行刚刚开完防汛紧急动员
会议，接到辖内泸溪支行报告：因山体滑坡，
319国道泸溪段道路中断， 前往浦市分理处

的头寸箱包无法送达。 该行负责人立即带领
运营、 保卫等部门人员， 紧急赶赴浦市分理
处，引导客户通过自助设备、超级柜台办理业
务。当晚，位于岳阳城区的农行华瑞分理处，
因污水倒灌营业间，险情十分严峻，值班人员
拉响防汛警报。随即，农行巴陵支行机关人员
及网点人员赶赴华瑞分理处连夜抢险， 直到
次日凌晨3点，成功将污水排出，并清理受灾
区域，保证网点第二天正常营业。

在确保网点防汛安全的同时， 农行湖南
分行辖内机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
当地防汛抗灾。根据常德市防指安排，农行常
德分行负责值守沅江南碈堤段。24日晚，沅
江南碈堤段进入警戒水位， 该行各专业保障
组、巡逻队迅速到岗到位。他们每天3班、每班
10人，由一名值班行领导带队，对值守堤段
进行全天候拉网式巡堤查险。

全省农行无一网点因灾中断营业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吕小宝 郭华 刘怀玉

“宇宙水库大坝终于保住啦！”6月28日
上午9时，细雨蒙蒙，山路弯弯。记者随同常宁
市水利局局长欧秋生来到位于该市东北部的
烟洲镇亲仁村的小二型水库———宇宙水库，
一到现场， 欧秋生就和先期到达现场的技术
人员完善抢险方案。

水库溢洪道前， 两台挖机正挥动着长臂
有条不紊疏通溢洪道，亲仁村20多位村民冒
雨忙着在溢洪道地面铺盖60多米长的彩条
布，并用松树桩固定护住大坝。“经过努力，大
坝安然无恙。”欧秋生说，亲仁村群众的房屋
和400多亩农田免受了损失。

据欧秋生介绍，宇宙水库始建于1959年
11月，属小二型水库，目前库容量20万立方
米。28日凌晨5时， 亲仁村遭遇大暴雨袭击，
该村最大降雨量达113毫米，洪水来势汹汹，
一片泽国。 大暴雨使亲仁村党支部书记廖伍

荣辗转难眠，28日早晨6时，廖伍荣从床上爬
起，撑着雨伞，带领几个村民徒步对宇宙水库
及周边环境仔细巡视， 突然发现水库大坝溢
洪道堵塞，水位上涨很快。如不及时疏通溢洪
道， 水库将有垮坝的危险。 在这千钧一发之
际， 廖伍荣立即向烟洲镇水管站长周法元报
告险情，请求市水利局技术人员赶赴现场，采
取应急措施，尽全力保护大坝的安全。周法元
接到电话后，马不停蹄赶赴现场，一路上心急
火燎向常宁市水利局局长欧秋生报告险情，
并请求局里火速派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增援，
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大坝安全。

“镇水管站立即通知亲仁村迅速组织两台
挖机马上赶赴现场， 清理水库溢洪道土石方，
派人购买彩条布铺设溢洪道底板。” 欧秋生接
到周法元的电话后，立即带领技术人员冒着倾
盆大雨马不停蹄赶往宇宙水库处置险情。

当天上午10时， 记者在水库现场看到，
经过技术人员和群众两个多小时的鏖战，水
库顺利泄洪，大坝安然无恙。

水库大坝保住了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吕俊

6月27日，天空放晴。记者驱车察看了鼎城
区受洪灾较为严重的几个乡镇。 所到之地，记
者看到，当地干群正奋力救灾补损，恢复家园。

6月27日上午10时半，61岁的村民许建
华光着脚，站在自家房屋一侧，指挥挖机挖掘
屋后山坡上滑下的泥土。

许建华是鼎城区花岩溪管理区花岩溪村
村民，房屋建了20年，屋后的山坡一直相安
无事。22日至24日出现的强降水，暴雨如注，
后山泥石冲了下来，推倒后墙，冲毁卧室。

25日， 在外务工的许建华回到家中。
27日一大早，天气转晴，许建华立即雇来挖
机， 自己挖起泥土来。 谈及为何这么着急抢
修，许建华说：“房屋垮了，精神不能垮。看天
气预报，过几天又要下雨了，再不清理，可能
房屋就真的全垮了。”

此轮强降水， 花岩溪镇铁山坪村主干道
被洪水冲断了，且有十多处滑坡没能抢修，至

今还有12公里长村道没有恢复交通，1000多
名村民出行都成了难题。

27日11时许，记者来到该村时，被堵在
进村3公里的地方。原因是该处涵洞被洪水冲
垮， 水泥路面被毁。 村支书徐志林调来起重
机， 正将10多个不同直径的涵管放入沟渠
中，力争28日抢通该处道路。

花岩溪镇党委书记葛辉琳说， 此次降水
过程中， 该镇最大降雨量达到333.6毫米，强
降水致使全镇地质灾害频发， 造成山体大面
积多处滑坡，道路房屋损毁严重。

强降雨过后，镇党委、政府迅速开展灾后
自救工作， 镇里干部带上换洗衣服第一时间
全赴联点村指导救灾。

“道路通了，就好自救了。”葛辉琳说。25
日，该镇已经开始修复村主干道路，争取赶在
周一学生上课之前将道路清理好。截至27日，
全镇共有28台挖机作业， 近400名劳力在全
力抢修， 已清理道路土方5000立方米左右，
已完成总量的43%。

恢复家园，只争朝夕
———鼎城区救灾补损见闻

新化排除一起船只撞桥险情

湖南日报6月28日讯 （记者 刘勇 柳德
新）强雨带先南后北，湘江干流将全线出现
接近或超警戒水位。今天20时，全省共有8个
河道站点超警戒水位，其中湘江7站，分别为
干流衡山站、归阳站、冷水滩站，支流洣水衡
东站、茶陵站，涓水射埠站，渌水大西滩站以
及洞庭湖区沅江站。

省水文局今天20时49分发布洪水黄色
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至34小
时内，湘江干流自老埠头河段至长沙城区河

段将全线出现接近或超警戒水位洪水。其
中， 湘江干流归阳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
1.0米左右的洪水， 衡山县城区河段将出现
超警戒水位1.5米左右的洪水。 预计未来15
小时内，资江干流冷水江河段将出现警戒水
位左右的洪水。

长江水文局也于今天预报：洞庭湖城陵
矶站将于7月3日8时到达32.68米，超警戒水
位0.18米。

27日8时至28日14时， 强降雨集中在湘中

以南地区，降雨最大为株洲市77.5毫米。全省共
53县897站降雨超过50毫米， 点最大降雨为永
州市冷水滩区伊塘镇三百塘水库站179.0毫米。

省水文局分析，自6月1日至27日，全省
平均降雨量316.4毫米， 较历年同期偏多
65.5%，较2016年同期偏多107.6%。如果考
虑接下来两三天的降雨， 今年6月份全省平
均降雨量极有可能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二位，仅低于1954年6月的340.7毫米，高于
1998年6月的336.3毫米。

湘江干流全线“报警”
●我省今年6月降雨或超过1998年同期
●洞庭湖城陵矶站将超警戒水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