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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周俊 谢继长

汛期以来，冷水江市半个月降雨
量达到405.5毫米， 为十余年来最高
值。其中，资水冷水江段洪水上涨迅
猛， 已淹没滨江防洪堤第一级阶梯，
沿河的滨江公园也已被淹没一半。

6月29日清晨5时45分， 冷水江
派出所处警电话急促响起：“有人被
冲进河里了，在煤炭局前面的资江河
里，人快不行了，快来！”放下电话，值
班民警阳巡宇立即带人前往救援。

资江河面距离岸边20余米处，
一名男子紧紧抱住一棵漂浮的树木，
随着洪水来回旋转、起伏，惊险万分。

江边已聚集了一批晨练的市民，
大家齐声呼喊， 该男子并无应答，似
乎失去了意识。

“水太大了，根本游不动，我们尝
试去救过几次，但游到半路就不敢往
前了。要赶紧想办法救人才行，一会
被冲走了就麻烦了！”

5时50分， 见民警赶到现场，热
心的市民们赶紧说明情况。该男子被
洪水冲到了回水湾，但下游是湍急的
洪水，一旦冲到下游，就再也难以施
救，情况十分危急。

“马上联系消防和医院，请他们
火速支援；周屈平快去找船、绳子、救
生圈、救生衣过来；梁巍、肖铁光，疏
散周边群众， 加强周边安保警戒，通
知办事处过来帮忙……”阳巡宇一口
气发出一道道指令。

民警刚用绳子绑好救生圈，围观
群众一声惊呼。 只见一个浪头打来，
将落水男子露出水面的脑袋淹没，只

有双手还抓着树木。
“牵好绳子！”来不及多说，阳巡

宇脱下制服上衣，一个猛子朝洪水中
扎去，快速向落水者游去。洪水太大，
阳巡宇游得很艰难，不时有浑浊的水
呛进嘴里，眼睛也睁不开。他大口呼
吸，用尽全身力气，10米、5米、2米……阳
巡宇一把将落水男子紧紧抱住，把落
水男子的头从水中抬起，并用身体挡
住浪头。

“救到了，救到了！”岸上的市民
欢呼起来。

此时，阳巡宇已体力透支，再没有
力气带人往回游。 在洪水中坚持了一
会， 划着皮划艇前来增援的渔民谢剑
也赶到了。 谢剑帮助阳巡宇抱住落水
者，阳巡宇则抓住皮划艇，借着岸上民
警手中绳子的拉力，缓慢向岸边游去。

6时15分， 消防官兵和其他民警
合力将落水男子搬上了岸， 并通过
120送往医院紧急抢救。

“真了不起，好样的！”市民对
阳巡宇报以热烈掌声。大口喘气的
阳巡宇弯着腰直摇手：“应该的，本
职工作！”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男子已脱离
生命危险，但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过
长，依然意识不清，具体落水原因不
明。民警正在努力寻找他的家人并查
找落水原因。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了
资江沿线的警示和值守。

据冷水江市公安局政工室介绍：
阳巡宇，现年37岁，在从军15年后于
2015年退伍转业进入冷水江公安队
伍，一直在守护平安稳定的岗位上默
默奉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国辉 温小林 邓提茂

6月29日下午3时，记者赶到新
田县龙泉镇谢家湾山塘大坝采访，
坚守在这里的抢险队员们激动地向
记者介绍，经过连续抢修，确保了这
座蓄水量8万立方米的山塘安全。

6月28日6时50分，新田县防汛
办接到该县龙泉镇水管站的电话，
该镇谢家湾山塘大坝出现险情，随
时有溃坝的危险。

接到报告，该县县、镇干部立即
进入谢家湾山塘大坝下游的周家
洞、鱼游村，迅速疏散村民。

7时30分， 专业技术人员和35
人的抢险队伍到达大坝。勘查发现，
滑坡位置位于大坝正中央， 给抢险
工作带来难度。经大家讨论，决定同
时落实4项抢险措施： 一是调集挖
掘机开挖溢洪道，快速降低水位；二
是组织人员对滑坡裂缝进行黏土回
填，并用薄膜覆盖，防止雨水进入裂

缝、加速滑坡体继续下滑；三是迅速
调集防汛块石， 对滑坡进行抛石压
脚；四是派出人员到山塘的上游，对
山塘来水进行分洪。

不久，挖掘机到达现场，立即开
挖溢洪道。同时，吴孔权、刘灵飞等
10多名抢险队员冒着随时可能溃
坝的危险，向滑坡裂缝回填黏土，覆
盖薄膜。这时，防汛块石运抵现场，
大家排成一排，在技术员的指导下，
接力把块石投到指定位置。 时间一
点点过去， 大家身上的雨衣不知什
么时候不见了踪影， 雨水和着汗水
不停地向下流。镇干部胡友生、危新
华已经连续几晚参加防汛巡查，没
有睡过一个好觉， 但他们始终坚持
在抢险一线。村民吴景琪、陆才元双
手划伤，也不肯下“火线”……12时
30分，山塘险情基本控制。

然而， 当天下午雨量不断加大。
傍晚时分 ，险情再次出现。抢险队员
们再次投入抢险。到29日凌晨3时，山
塘险情基本排除。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曹良海 胡德积 ）
6月29日， 隆回县大水田乡龙腾村
的廖益生望着已经倒塌的木屋，百
感交集，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要不
是辅警廖增武， 我和女儿就没得救
了，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从6月22日开始，隆回迎来了一
波强降雨，该县启动预警响应。6月26
日，该县司门前派出所驻龙腾村辅警
廖增武在村里巡逻时，发现廖益生家
房屋破旧，上面有点漏水，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 他就劝廖益生一家转

移，不要待在家里。廖益生一听要他
转移， 不要住在自家里顿时火冒三
丈：“我家的房子已经住了30多年
了，没出任何问题，你诅咒我家房子
倒塌，是何居心？”

左劝右劝， 廖益生就是不肯转
移。 挨了骂的廖增武只好先去排查
其他住户隐患。 当天晚上， 风雨交
加，雨势更猛。放心不下廖益生父女
安全的廖增武，再次上门劝其转移，
他又被廖益生痛骂了一顿。 而廖增
武却不恼不怒， 仍然不厌其烦地做
工作，劝其转移。思想工作一直持续

到深夜零时， 拗不过廖增武的软磨
硬泡，廖益生虽然心生怀疑，但他还
是带着女儿搬离了。

第二天早上6时多，暂住邻居家
的廖益生听到一声巨响， 连忙从床
上爬起， 看到自家房屋因经受不住
连夜暴雨的侵蚀而突然倒塌。 廖益
生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倒吸了一口
凉气：“幸好没住在房子里， 要不一
家人就出大事了。”

廖增武听到廖益生房屋倒塌的
消息后，他又立马赶过去，组织当地
群众为其抢救财产。

邵阳安全转移
2.08万人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蒋剑平 通讯员 梁翔宇 尹华增)6
月24日至28日，邵阳遭遇了今年以来
最为严重的特大暴雨，截至6月28日，
共造成绥宁、洞口、新邵、邵阳县、隆
回、新宁等6个县65个乡镇受灾，受灾
人口19.19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12.47万亩，倒塌房屋224间，转移人口
2.08万人，无一群众死亡。

针对本轮强降雨，邵阳市委市政
府提前做预案，积极抢险救灾。市委市
政府领导班子率市防洪指挥中心成
员，每日一会，专门针对防汛抢险，解
决实际困难。截至6月28日24时，全市
共出动抢险救灾劳力12万人次，出动
民兵应急分队831人次，指挥车27台、
运输车67台， 救护车43台次，24个医
疗小分队，抢修抢通灾毁县道4条、村
道28条。 全市各地共筹措各类资金
8152万元用于抗洪救灾，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地
方住、有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目前受
灾群众情绪稳定，秩序良好，生产自救
和灾后恢复工作已全面展开。

滔滔洪水中 生死大营救 迅速抢险保大坝

“讨骂”辅警救回父女两条命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徐
德荣 通讯员 资一帆 李爱成）“要
不是村干部凌晨再次敲响铜锣，我
可能就被压在里面了， 真的很感谢
他们。”今天，谈起6月27日凌晨惊
心的一幕， 耒阳市大义镇古塘村村
民谷勇英依然心有余悸。

6月26日下午， 耒阳市普降暴
雨，尤其是该市大义镇，降雨量达到
了110毫米。傍晚时分，古塘村迅速
实施紧急预案， 村干部提着铜锣挨
家挨户敲锣预警，排查住房险情，安
全转移30多名村民到村委会临时
安置。 本来已经转移的村民谷勇英

27日凌晨0时许又返回家中拿东
西，而此时的暴雨更加猛烈。凌晨1
时，村主任奉雪英再次巡逻时，发现
谷勇英家依然灯火通明， 奉雪英赶
紧敲响铜锣并进到谷家催促撤离。
就在谷勇英撤离后不到20分钟，谷
勇英家房屋在大雨中轰然倒塌。

“山洪来、干部到；铜锣响、赶紧
跑。”这是大义镇一直以来流传的逃
生避险口诀。每到有险情时 ,镇、村
干部就会挨家挨户敲响铜锣， 村民
只要听到铜锣声就会跟随干部迅速
转移， 这种通知方式在险情来临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耒阳大义镇：铜锣响、赶紧跑

双牌连夜转移
千名库区群众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 记者 刘
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罗伟 蒋国庆）
今天凌晨3时， 双牌县泷泊镇前进水
库最后一户库区村民安全转移，参与
抢险救援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这时，
同样发生溢洪险情的该镇长漕水库，
大坝下居住的群众也安全转移。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月28日晚，该
县泷泊镇长漕水库和前进水库发生溢洪
险情。长漕水库、前进水库上世纪70、80
年代建成，后来维修加固，为周边近万名
群众提供人畜和灌溉用水。面对险情，该
县对两座水库进行腾库， 并不间断巡查
溢洪道和水库坝基，及时处置隐患点。

同时，由县、镇、村干部组成的抢险
救援队分别进入水库大坝下方各村庄，
连夜转移群众，配合腾库和迎接下一轮
强降雨。经过努力，总计转移1000多人。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唐胜蓝 张宗伟 ）6月
27日傍晚， 暴雨夜袭永州市冷水滩
区中心城区。短短30多分钟，永州
经济开发区富裕路出现大面积积
水，梓塘安置小区、舜皇社区形成内
涝，最深积水达1米多，威胁到群众
出行安全。

当天晚上8时，冷水滩区城管执
法局迅速启动中心城区防汛工作紧
急预案， 组织人员快速到达水患现

场。43名救援人员和1台皮筏艇立
即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工作中。 由于
积水面积大，积水又深，救援队分成
3个小组， 分别负责转移受灾群众，
维护现场秩序， 疏散人员和维持救
援通道畅通等。连续救援4个多小时
后，一直到28日凌晨，受困的群众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之后，区城管局又
专门安排4名值班人员在受困地点
彻夜值守，直到天亮，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无忧后才撤退回家。

李寒露 向思霖 王璐

位于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周边的桃源县茶庵铺镇、杨溪桥镇、
沙坪镇等山区乡镇，森林覆盖率高，
地表水系十分发达， 发源于保护区
内的大小河流就有40条之多。

这片美得让人心醉的地方，却
成为了6月23日以来的暴雨中心。
洪水来临那一刻， 当地一些群众的
心里， 就像这里诸多溪流的走势一
样———落差很大。 然而，6月29日，
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听到最多的，
都是当地干部群众在灾难面前团结
一心，在洪灾过后不等不靠“撸起袖
子加油干”的感人故事。

汽车已经无法继续往前通行。
在茶庵铺镇木旺村村民丁芳清家屋
前，近300米长、0.2米厚、4.5米宽的
水泥路， 全部被水冲毁。1台挖机、1
台推土机正冒雨作业。老丁介绍说：
“这段水泥路，是在23日早晨8时多
被冲毁的，当时‘轰’地一声巨响，我
们眼看着路面在眼前消失！”

“你当时在做什么？”“我和几位
村干部，一边转移屋里人撤离，一边
把路旁的一块功德碑抬到安全的地
方。”“什么功德碑？”“2011年修这
条水泥路时， 村民们为了弥补资金
不足进行了捐款， 村里把名单和金
额刻在了这块石碑上。”

“现在路被冲毁了，是不是很心
疼？”“是啊，这条路，有上级领导的
关爱， 也有村民的感情在里面。好
在‘功德碑’保住了！”“我们要再立
‘功德碑’！”这时，刚刚从河滩走上
来的村支部书记刘华云插话了。

刘华云告诉记者，暴雨一停，群
众就开始积极清理泥垢。 村民们见
道路被冲毁了几百米，都很心痛！但
为了尽快抢修道路，恢复通行，在镇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很快进驻了施
工设备和人员， 不少村民也投工投
劳， 自发参与恢复交通的大会战。
“等今后道路重新修好，我们不仅要
把原来的‘功德碑’立起来，还要再
立一块‘功德碑’，永远记住这次洪
水过后所有人的付出和努力！”

“我们要再立功德碑”

冷水滩区：暴雨夜袭 城管救援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顺 谭俊杰）6月27日以来，
祁阳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平均降雨
78.7毫米。该县境内90座中、小型水库
开闸泄洪，成功转移安置2600多人。

在祁阳县白水镇东川村， 出行的
道路被淹，村民只能卷起裤脚，蹚水才
能通过， 而道路两旁的300多亩禾苗
更是完全浸没在水中， 昔日绿油油的
稻田变成了一片汪洋。

在潘市镇，杨柳冲水库溢洪道堵
塞，洪水从坝顶漫出，随时有垮坝的
危险，当地立即调来两台挖机疏通溢
洪道排除险情，组织群众用沙泥袋加
固坝基。大江水库是该县的一座中型
水库， 目前库容已经达到4780万方，
接近最大库容， 水库6月28日上午开
闸泄洪，保证了下游肖家、八宝、黄泥
塘、进宝塘、大忠桥等镇近20万群众
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

这轮强降雨导致祁阳县1.32万亩农
作物和部分水利设施受损，1.1万人受灾。
灾害发生后，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抗洪救
灾应急预案，祁阳县委书记周新辉、县长
金彪等县级领导奔赴重灾一线， 现场处
置险情，指导抢险救灾。目前该县各项抗
灾生产自救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芳

“搭帮周国亮舍命相救，我才保
住这条老命。”

6月29日， 在泸溪县武溪镇黑塘
村村部楼里，73岁老人邓月英回想起
3天前被救的情景，激动地流下眼泪。

24日凌晨5时多， 泸溪县武溪
镇黑塘村，暴雨倾盆。邓月英起床脚
刚迈出卧室门， 却没想到洪水到了
膝盖，邓月英顿时慌了神。幸好，村
支书邹树清和综治专干周国亮及时
赶到邓月英家，把她安全转移。

邹树清对记者说：“当时， 邓月
英不肯转移， 我就打与邓月英有点

亲戚关系的周国亮电话。”
邹树清对记者说，“她老人家舍

不得家中物件， 几次要返回家中拿
家什财物。我一个人说服不了她，只
得打周国亮电话速来增援。”

正在村部楼用广播给村民发山
洪预警的周国亮接完电话， 再大声
喊话———“赶紧撤离，要崩山了！”由
于雨大，信号机电站被暴雨摧毁，手
机信号随之中断……

周国亮赶紧往邓月英家里赶。
去她家，需要经过一条小溪。此

时溪水猛涨，已经淹没了过去的路。
时间紧急， 老人在河对岸， 如何去
救？周国亮不顾个人安危，一头扎进

激流中。
“水太急了，游约50米的距离，

大概5分钟才到对岸。”周国亮说，当
时来不及多想， 一心只想把人转移
到安全地带。

周国亮赶到邓月英家， 屋后的
山体已有石子滚落， 而老人还想返
回家中拿些物件出来。 他立马挽住
老人的手臂， 和村支书邹树清连拉
带劝将老人家转移。

早上7时30分，该村二组100多
名村民均安全转移！

20分钟后，邓月英屋后山体滑
坡，泥石流倾泻而下，瞬间淹没了她
的家，有半边房子化为废墟。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周业树

“乡村干部及时为我们修好了
桥，办了一件大好事啊。”6月29日，走
在白云溪新修的木桥上，沅陵县北溶
乡洞上坪村村民高兴不已。村民蒋沅
清说，这是一座干群“连心桥”。

6月24日， 北溶乡发生强降雨，
境内多处发生山体滑坡。 联系洞上
坪村的乡干部李吕冒着暴雨， 奔赴
洞上坪村，与村干部一起上门通知，
将地质灾害点上的158名村民转移
到安全地带。

25日，雨水渐停，李吕听说该村
杨家洞组的木质行人桥被洪水冲

毁， 该村有700多村民被隔在白云
溪对岸，出行很不方便，连日常生活
用品都没地方买。而按政府的计划，
在雨情汛情稳定后， 才会陆续复建
受损基础设施。

“必须要架好桥，解决好村民出
行问题。”李吕找到村支书蒋沅超商
量着修桥。两人一合计：现在有人、
有木材，何必等靠政府，不如现在就
自己修。

说干就干， 李吕和村支书蒋沅
超联系了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设计，
村里的党员干部主动参战， 组建了
“修桥施工队”。

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4个桥墩都
铺上桥身并固定好，桥终于修通了。

祁阳90座水库泄洪
成功转移安置2600多人

自己动手建新桥

邻居出手，老太化险为夷

长沙橘子洲景区闭园
6月29日，受强降雨和湘江上游来水影响，湘江水位急剧上涨，长沙橘子洲景区启动防汛紧急预案，于当天13时

30分闭园。目前，景区已组织人员在危险区域设立了警示牌、警戒线，确保景区平安度汛。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