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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18时至7月1日12时，黑云压
城，涟源市普降暴雨，其中桥头河站点降
雨量达到339.1毫米。

滂沱大雨让涟源四处告急， 损失惨
重。全市受灾群众达27万人，县乡村公路
中断损坏580处120公里， 电力线路中断
12条，桥头河、伏口、渡头塘、七星街等多
个乡镇主街道被淹、通讯中断。

面对严重灾情， 涟源广大党员干部
全线出击、冲锋在前，军民同心、日夜奋
战，坚守在灾情最严重、救援最困难、群
众最需要的地方。

“现在救援工作进展如何？”“还有群
众被困吗？”7月1日10时30分， 桥头河镇
老食品厂水域污水横流，涟源市委书记谢
学龙穿梭在洪水中，及时了解情况。他不
断安抚群众：“乡亲们不要慌，我们一定想
尽一切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市长，水太深，我们去就行了，你不
要去了!”“我们都是党员， 群众安全最重
要!”7月1日，在救灾一线，涟源市委副书
记、 市长候选人提名人选刘杰顺着齐腰
深的洪水下行100多米，冒险救出一对被
洪水围困在店铺桌子上的母子。

在这场与“洪魔”的斗争中，党员冲
锋在前，群众广施援手，邻里携手抗灾，
大家手挽手、肩并肩，用无惧与大爱打通

“生命通道”。
7月1日10时20分，在斗笠山镇双洞村，

养殖户曾箩生见自家猪圈被淹，怎么也不愿
撤离。 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与镇村干部、热
心群众迅速展开“生猪大救援”，将40头生猪
全部救出。

湄江镇卫生院的党员们来不及回家帮
忙，将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和孩童从洪水
中全部背出。

在洪水暴涨的七星街镇檀山村蒋家桥
附近， 镇党委书记阳克之刚从洪水中救出3
人，猛然发现对岸还有两个村民紧抱着一棵
摇摇欲坠的小树。“还有人!”情急之下，阳克
之绑起救生绳索， 蹚进齐腰深的洪流中，一
路摸索前行， 与随后赶来的救援人员一起，
成功将两人背离险区。

通讯中断、电力中断，信息无法传递，设
备无法运转，救援受阻。通讯、电力部门全员
上阵，蹚深水、爬铁塔、架线路，建临时基站。
多条主干道交通中断、路基垮塌，交通部门
派出多支应急分队，在危险的塌方区域进场
清淤、消除险情。

同时，涟源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组织数百
名爱心志愿者，投入抗洪抢险。

“洪水不退，我们不撤！”在洪峰浪尖，党
员干部们想在前、冲在前，哪里有洪流浊浪，
哪里就有飘扬的党旗。

至7月1日下午4时， 涟源市广大党员干
部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5万人。

洪流滚滚 党旗飘扬
———涟源党员干部解救被困群众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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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肆虐的洪魔张牙舞爪而来， 漫过了长沙
站警戒水位，爬过了保证水位38.37米，于3日
0时创造了湘江长沙站最高水位纪录：39.50
米。

危难时刻， 长沙市委市政府始终心系
人民，长沙党员冲锋在最前线，与广大干部
群众一同铸成了一道钢铁防线， 鏖战湘江
洪峰。

“关键时刻
我们党员必须得顶上去。”

6月22日以来，长沙经历了连续强降雨，
“一江六河”出现超历史最高水位，全市防汛
抗灾形势异常严峻。

特别是6月29日起，暴雨昼夜未歇，长沙
一半以上的面积平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7
月1日清晨，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到开福区、望城区等多地查看灾情，2日凌晨
3点，他又冒雨来到了岳麓区九江垸，指挥转
移了900多位群众。 雨中他声音铿锵有力：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坚决打
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

1日下午，望城区乌山街道中南垸出现穿
孔溃口险情。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湘江新
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连夜召开现场调度会，
安排沩水南岸的团山垸、白沙垸、李家湖垸群

众紧急转移。
强度大、时间长、范围广，此次降雨量比

1998年特大洪灾还多。
领导带头、 党员干部率先，7月2日上午

11点，开福区洪山街道捞刀河罗汉庄站水位
持续攀升，引发河水倒灌，58岁的老党员苏龙
辉不顾脏、急、臭，纵身跃入3米多深的撇洪
渠，他只说了一句话：“天灾来袭，关键时刻我
们党员必须得顶上去。”

各条战线协力抗洪

6月30日晚，大雨下得伞都打不稳。天心
区城南路街道燕子岭社区的副主任肖敏却还
在走街串巷，对危房住户进行劝离，同事看见
她挺着6个月大的肚子都劝她回去休息。她却
说：“我没那么娇贵， 为群众尽心尽力这是我
的责任。” 7月1日23时45分， 星沙供电所副
所长刘昂还在防汛一线———回龙垸大堤坚
守。2日0时15分，老家传来消息，家门口决堤
了，年迈的父母杳无音信，领导劝他快撤，他
却说:“我是这个组的负责人， 这大堤上离不
了我 。”

散浸、滑坡、跌窝、管涌……受洪灾的影
响，截至2日，长沙各地共发现大小险情1000
余处。

长沙各级各部门， 在长沙市防指的统一
调配下，通力合作，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截
至2日20时，市经信委组织力量抢通了沩山、

沙田、龙田、巷子口、老粮仓的移动通讯；市民政
局调拨的第一批 3600床棉被、100顶帐篷 、
1000床折叠床及粮油物资已抵达灾区；市卫计
局启动24小时应急值守， 送医送药下乡到点；
市交通局抢修恢复了国、 省干线和农村公路的
30处塌方和水毁……

舍小家为大家， 长沙79682名群众被有序
转移。

姜汤、烤串送上大堤，
人人争当志愿者

7月1日深夜11时30分，开福区芙蓉北路街
道湘江豪庭小区的业主群里还热闹的很， 听说
洪峰要来了，大家接力报名当志愿者巡堤，号召
发出仅一个小时不到，接龙近百人。

2日凌晨， 福元路大桥盛世路社区蹲守点
同志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一群没有留下
姓名的市民端着热腾腾的姜汤、 宵夜挨个慰劳
了几公里江岸的救灾者。

2日14时38分， 在长沙县的湘龙街道高沙
垸大堤，来自新疆的列提普·图热大叔，把烤了
一上午的900串羊肉串送上大堤， 慰劳奋战在
一线的“战士们”。

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长沙无论何处发
出招募“抗洪志愿者”号召，均是一呼百应。2日
深夜10点，湘江长沙段仍处高洪水位，记者看
到，湘江大堤竹山园段依然灯火通明，上百干部
群众志愿者坚守在这里，守护大堤。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唐善理 刘跃兵

7月1日，永州大地再迎强降雨，到7月2
日16时， 湘江永州城区段水位超警戒水位
4.61米，创40多年来的最高水位。

7月2日9时30分， 永州市启动防汛Ⅰ级
响应，全市上下，各级各部门团结一心，打响
了一场家园保卫战！

战在一线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7月1日，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晖， 向全市及各县区党员干部提出了
取消双休日休假要求。2日下午，李晖深入祁
阳县慰问受灾群众。

2日上午，宁远县柏家坪镇正在组织抗
洪抢险的镇政府干部接到村民报告， 岗芝
头村村民欧阳兵不慎掉入河中。 该镇机关
干部立即到河下游坝子头村桥上组织人
墙，准备把人从桥上截住拉上来，但没有成
功。

欧阳兵在漂了600米左右后， 被河中树

枝拦住， 该镇坝子头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礼来
不及脱衣，抓住欧阳兵，岸上干部群众合力把
欧阳兵拉了上来。

7月1日下午， 东安县水电设备厂居民区
水深达2米， 宿舍内100多名群众来不及转
移。 该县房产局和经信委组织党员干部职工
迅速赶往现场，成功转移被困群众。

协力驰援

两天时间， 永州市民兵应急分队和公安
干警、城管人员等积极参与抗洪抢险，转移被
洪水围困的群众。

7月1日下午， 冷水滩区虎岩金叶小区，
数十栋房屋、 近3000名居民被深达3米多的
洪水围困。最先赶来营救的是公安、武警、民
兵应急分队和城管、 水利应急分队的救援人
员。 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救援中，400多名救
援人员冒着瓢泼大雨，直到傍晚，将全部被困
人员成功转移。之后，救援人员又赶往凤凰园
小区、舜德小区，营救被困人员，一直奋战到
次日凌晨……

石期市镇蒋家村200多名群众被困家

中。由于地形复杂、水流很急，冲锋舟难以靠拢
村民的房屋。见此情况，民兵肖建明、万勇带着
一端连着冲锋舟的绳子跳入水中， 游到村民家
后，再用绳子将冲锋舟一点点拉近，将被困群众
转移到冲锋舟上。有的民兵还站在水中，让群众
踩着他们的肩膀上船。

群策群力

面对洪水，该市广大群众没有退缩，积极行
动起来，共战洪峰，恢复家园。

双牌县对溜方、塌方公路，电力及通讯中断
区域，进行紧急抢修，目前永连公路茶林镇全药
冲段、 塘底乡塘林公路等全县主要公路干线全
面恢复通车；麻江、茶林、上梧江、塘底等电力、
通讯中断乡镇正在加紧抢修中。

祁阳县广大群众坚守在山塘、水库、地质灾
害点、渡口、低洼区等地点排险、查险、处险、抢
险，汛情不止、力量不减、人员不离，尽最大努力
将损失降到最低。截至目前，祁阳县共紧急转移
受淹群众9.02万余人，提前腾库保平安，浯溪水
电站，湘祁水电站现在泄洪闸门全开，洪水处于
自然河道运行。

零陵区黄田铺镇是这次降雨量最大的镇，
100余口山塘、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其中邓家冲
小一型水库水位超预警水位0.5米。 危急时刻，
全镇200多名党员和广大群众24小时坚守在抗
洪一线，协调水利部门对水库开闸泄洪，紧急转
移库区下游115人。

家园保卫战
———永州市抗击特大洪灾纪实

长沙干群鏖战湘江洪峰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陈永刚）在
此次迎战暴雨高洪的战斗中， 长沙市城管
系统上万名干部职工连续奋战， 处置城区
多处险情。

昨天和今天，长沙出动环卫清扫、市政
处突等人员6000人次， 调用大功率抽排
车、垃圾清扫车、水车等设备600余台，处
理积水路段132处，安排隐患值守点位300
余个，紧急处置51处井盖冲开情况，清运城
区垃圾1.5万余吨。

今天上午， 湘江一桥北面万达广场对

面的子堤出现险情，50多名城管队员迅速
赶赴现场抢险， 与部队官兵一道， 加固堤
坝。各区加大紧急处突力量，加强出险点人
员值守，设立警示标志，配合疏解交通等，
及时加大城区清淤和垃圾清运。

今日凌晨1时40分， 长沙市城管执法支
队接到市局指令，迅速集结支队应急抢险人
员在5分钟内集合完毕， 赶往岳麓区学士街
道学泰村内靳江河段抗洪抢险现场。 取沙、
运沙、装袋，加固河堤，大家连续奋战9个小
时，到上午11时水情稳定后才有序撤离。

长沙万名城管人奋战一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冯奎 李青松

7月1日凌晨2时50分， 沅陵县五强溪
集镇拉响“警报”：防洪堤上游端山体出现
10米左右决口，危及集镇1万余群众安全。

面对险情，沅陵县委、县政府连夜转移
群众。紧急调动民兵应急连、公安民警、消
防官兵等280余人，组织县镇村干部及群众
570余人，赶赴五强溪集镇出险点，调运了
1300立方米砂石、5万个砂袋，封堵决口。

抢险现场，车辆无法进场。没有机械，
抢险人员手传砂袋、手推小两轮车，将一袋
袋砂石抛投到决口。

“清浪60人报到、官庄40人报到、七甲
坪50人报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五
强溪镇周边乡镇闻“汛”而动，组织精干力

量全力支援。
55岁的周太平来自距五强溪集镇约40公

里的清浪乡符竹坪村， 他的右手曾在一场意
外中导致残疾。“别人用双肩扛， 我用一只手
提。他们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帮忙推，能帮
多少是多少。” 听说五强溪集镇面临险情，周
太平连忙放下家中事，主动参加抢险。

五强溪镇四合头村支书张灵华在村里
组织群众防汛抗灾。7月1日凌晨4时“警报”
传来， 张灵华带着16名党员急赴五强溪集
镇抢险。由于连日暴雨，泥泞不堪的村级公
路出现局部塌方，原本只需1小时左右的车
程，他们花了2个多小时。

抢到了时间，就抢到了安全。在抢险现
场，指挥人员和抢险人员架起电灯、手拿电
筒，挑灯夜战。连续奋战一天多，到7月2日6
时，终于堵住了决口。

八方来援堵决口
7月2日10时20分，冷水江市施茶社区，消防官兵转移被困群众。暴雨导致资江冷水江段水位急剧上涨，城区多地

发生洪涝灾害。 龚高翔 摄水中救援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肖祖
华 通讯员 陈湘 曾伟）“多亏你们的紧急援
助!新邵城管真是一支训练有素、作风过硬的
优秀队伍。”7月2日凌晨，在大批商品、物资安
全转移后， 新邵县湾田广场物业管理公司总
经理谢飞向城管队员竖起了大拇指， 围观群
众也纷纷表示赞赏。

湾田广场位于新邵县城酿溪镇资江
旁。据水文部门分析预测，7月2日凌晨洪峰
将经过，并超警戒水位3.8米，湾田广场步
步高地下停车场和地下服装街面临被洪水
淹没的危险，大批物资急需转移。

7月1日18时，县城管局局长李红卫接
到求助电话，险情就是命令。尽管防洪值守

任务重，县城管局还是紧急调遣20名禁炮
大队人员火速支援。在分管领导周金明的
带领下，人员被分为3个支援小组：一组负
责沙袋的填充和运输，二组负责商户店内
物品的紧急转移，三组负责设备房和外围
的秩序维护。

城管队员和湾田广场有关人员连续
奋战7个多小时，将6吨沙石分装成2000个
沙袋，在地下室形成一道拦水大坝；成功
将3800平方米范围的商户商品进行打包
转移； 对地下停车场35台车辆实施转移。
到凌晨1时20分，受洪灾严重威胁的商品、
物资全部安全转移。据初步统计，可为群
众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彭阳）今天上午，长沙市望城区紧急处
置苏蓼垸堤段漫堤溃口险情，7802名村民
有序安全转移，尚未出现人员伤亡。

上午6时左右， 苏蓼垸堤段由于湘江
持续高水位顶托，上游暴雨冲洗，导致黄
龙河撇洪渠水位居高不下， 发生漫堤溃
口。发现险情后，区相关部门在现场共同
会商制定处置方案，100多名党员群众组
成抢险突击队，调用重型机械8台、运输车
辆10台，移动土石方约3万立方，采取在黄
龙河天鹅咀段实行截流的方式， 堵住溃
口，确保湘江一线大堤安全。

抢险现场， 记者看到溃口长约20米，
在距溃口约1.5公里处，处险人员正抓紧抢
筑约50米宽、8米高的土堤，借着在土堤上
覆盖彩条布保护， 并在土堤两旁垒上4米
多高的沙袋进行再次巩固。“目前湘江水
位太高，这样做能够增高垸内水位，平衡
内外水压。” 指挥抢险的茶亭镇东城社区
书记姚罗华介绍。

截至记者发稿时，险情已经得到妥善处
置，为保证群众安全，垸内的大龙村、苏蓼村
有序转移出村民7802人， 大部分投亲靠友，
小部分就近安置于东城中学，并为安置村民
配备了充足的水、粮食等生活物资。

望城区紧急处置
苏蓼垸堤段漫堤溃口险情
7802名村民已安全有序转移

新邵县城管局紧急支援
帮商户挽回损失上千万元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罗华）连日降雨，造成衡东县石湾镇多处
道路被淹，并发生多起山体滑坡。今天中午，

记者赶往石湾镇， 但通往镇里的一条县道已
被洪水淹没，无法继续前行。

记者电话联系石湾镇党委书记谷建辉，他

告诉记者，从6月30日开始，石湾镇开始出现灾情，
目前共有8000多亩农田被淹，倒塌房屋6户，发生
山体滑坡40处，已紧急转移群众1000余人。

目前， 石湾镇所有干部分赴各个地质灾害
易发地点和水淹区，24小时值守巡查，防止二次
灾害发生。

衡东石湾镇1000余人紧急转移

众志成城夺取防汛抗灾胜利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