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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顺

7月1日至2日， 祁阳县遭遇特大暴
雨，平均降雨量达101.1毫米。7月2日，湘
江祁阳段水位达100.8米，超历史最高水
位。县城五分之一的面积进水，多地发生
群众被洪水围困险情。

7月3日，记者在祁阳县城见到，在新
城区，街上车流不息，一切井然有序，生
产生活正常进行；在老城区，占城区面积
五分之一的地方还泡在水里， 抢险转移
仍在紧张进行。

全力营救被困小孩
仍然浸泡在水中的龙山街道光明社

区， 救援人员正驾着救生艇穿梭在行车
道上，挨家挨户地搜索、解救被困群众。

就在这时，一名中年妇女哭着来到救
援现场，抱着在现场指挥救援的常务副县
长唐晓波大喊：“救救我儿子，我儿子还困
在家里！” 唐晓波马上带着这名妇女和救
援人员一起，把小孩平安接了出来。

据了解，被淹的地区都是老城区，从
龙山社区一直到祁阳县一中， 全部泡在
水中。记者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看到，老
城区已是白茫茫一片，一直到湘江边，已
经分不清哪里是江，哪里是岸。

受灾群众淡定应对
“我们这里地势较低，往年也会涨水

好几次， 但是像今年这么大的洪水还是
第一次看到。”刚刚被救出来的龙山社区
67岁的居民唐开元告诉记者。唐开元在

这里住了18年，脱困后显得很淡定。在被
问及生活是否有保障时， 他表示：“政府
统一安排了住处，吃喝不用愁，而且物价
也没太大变化，我们不蛮担心。”在救援
现场，有200多名群众在围观，你一言我
一语。他们纷纷表示，大水正在退去，一
切都会恢复正常。

记者走进社区超市，发现水、米等生活
物资都维持着原价。 据统计， 该县22个镇
（街道）31.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1380间。截
至3日上午，祁阳共紧急转移受灾群众9.02
万人，被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全力抢修水毁基础设施
“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八宝镇内

下村、瓦窑村、河上江村、新屋场村。”祁
阳县防汛办主任谢发明有些担忧，“这几
个地方交通已经堵塞，不但停电，通讯也
瘫痪了。还有多名群众被困，现在要去这
几个村，只能走路进去。”他还告诉记者，
水退得有点慢， 从凌晨4时到下午4时，
水位只降低了0.19米，所以，一时之间祁
阳被淹的地方还很难退水。

目前， 祁阳县正组织力量突出水毁
公路、电力、通讯、饮水等基础设施的抢
修。自来水公司正在争取尽快通水，电力
公司也回应只要水再降1米，就能保证电
力正常供应。

截至记者发稿，除城区外，八宝镇、
白水镇等地受淹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八
宝、黄泥塘、潘市、大忠桥、肖家、下马渡
等镇还有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 县委县
政府正在全力解救转移群众。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英姿

7月3日， 衡阳市水文部门预
测， 最大洪峰将于当晚或次日凌
晨过境湘江衡阳城区段， 流量将
突破16000立方/秒，为近10年来
最高峰值。

截至3日13时30分， 湘江干
流归阳站已出现洪峰水位50.23
米， 超历史最高水位0.71米；衡
阳、衡山站均已超保证水位；一级
支流洣水衡东站已出现洪峰水位
51.79米， 超警戒水位1.29米。目
前， 衡阳市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
至Ⅱ级。

为确保即将到来的洪峰顺利
过境，衡阳市按照抗大洪、抢大险
的要求， 将抓好防汛抗灾作为当
前头等大事， 各级各部门领导奔
赴一线靠前指挥。连日来，市委书
记周农， 代市长郑建新等领导分
赴全市多处抢险现场， 督查指导
防汛救灾。

目前， 衡阳市已提前调集抢
险队伍，备足抢险物料，积极做好
迎战大洪峰的各项准备， 严阵以
待迎洪峰，确保安全度汛。

3日凌晨4时许，随着汛情继
续加剧，95871部队300名官兵、
衡阳警备区30名官兵、衡阳市民
兵应急营 170名民兵共计 500

人，陆续抵达湘江雁峰区段东洲
岛地域，展开加固堤坝、修建子
堤、转移受困群众等工作。在珠
晖区和平乡东山村何家港堤段，
原本只有56米高的防洪堤，经过
乡村两级共同抢修已达59米高。
随着水位不断上涨，该区迅速组
织300余人争分夺秒地进行沙袋
填充筑坝，截至下午5时，该段防
洪堤高度已达60米， 长200米，
宽15米。

蒸湘区集中一切力量抗击洪
峰，各镇、街、村及各部门负责人
带头上阵， 直接上堤的党员干部
达400余人， 参战人数达3000余
人。在衡东县，为了应对洪峰的到

来，湘江沿线5个乡镇已经加强戒备，
对所有大型船只全部用铁锚进行加
固，并备足砂砾、鹅卵石等防汛物资。
3日11时35分， 湘江祁东县归阳镇段
水位达50.20米， 超出警戒水位4.70
米，归阳镇、河洲镇、粮市镇的街道被
洪水覆盖，部分村组受灾严重。面对
险情， 祁东县及时调度抗洪抢险人
员、物资，有序组织转移受困群众。

据统计，截至7月3日7时，衡阳市
共有34.8万人因强降雨及洪汛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8237人。目前，全市各
级民政干部职工、公安干警也奋战在
抗洪抢险第一线， 转移救助受灾群
众，为受灾群众送水、送饭、送衣被、
安排住处，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 刘法兰

7月3日下午， 在溆浦县龙潭
镇党校二楼，一幅写有“龙潭镇地
质灾害重点紧急避险安置点”字
样的红色横幅下方， 部分转移安
置群众正站在走廊上读书看报。

转移群众所站的位置下方，
“为人民服务”5个红色大字，在阳
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

撤乡并镇后， 原大华乡政府
机关大楼，被改建成龙潭镇党校。

镇党委原计划于7月1日举行开
班仪式，迎接首批党校学员。

天有不测风云。6月29日，降
雨量持续加大， 镇防汛指挥部接
到各村山体滑坡、公路塌方报告，
全镇有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出现
险情。

群众生命安全大于天。 镇党
委、政府迅速作出部署，将党校确
定为地质灾害重点紧急避险安置
点。发动党员干部全部下村，组织
灾害点群众马上转移。购置床褥、
毛巾、 拖鞋等物资， 安排餐饮人

员，保证受灾群众饮食起居。镇医院
组织医生来到党校安置点， 为转移
群众检查身体， 并进行全方位消毒
处理。

7月1日， 镇党委举行了特殊的
“开班式”，然而，来到这里的不是各
村的党员，而是转移的群众。镇党委
书记姜立刚对转移的群众说：“隐患
不排除，大家不回家。即使雨停了，
也要防止次生灾害。在这里，保证大
家衣食无忧。”

“开饭啰，开饭啰！”在这里住了
4天，竹园村的小男孩张佳奇结识了

很多新朋友，成了这里的开心“小
广播”。

镇党校安置点共安置266名转
移群众。镇党委、政府组织党员干
部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统一
就餐。记者看到，餐桌上有肉、蔬菜，
还有汤。

在党校宿舍每间房的门上，都
贴有转移群众姓名和所在村组名
称。镇长尹恩建介绍：“对转移群众
加强管理， 每天晚上要清点人数，
防止一些村民冒险回家。”

“感谢党和政府，把群众的安
全放在第一位。 我们一家3口人住
在这里，条件便利，住得安心。”该镇
梁家洞村1组村民吴世建说。

救援一刻也不能停
———祁阳抗灾现场见闻

7月3日上午，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受灾群众安置点，爱心企业将一批发电机、米、油等物资捐赠给受灾群众，帮助他们生产自救。受洪灾影响，该镇倒塌房屋
134间、损毁及损坏房屋442间，受灾人口达43410人。目前，该镇已开始进入生产自救和恢复正常生活阶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朱哲涵 摄影报道

爱心物资支援受灾群众

党校成了安置点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周俊
刘明 谢立松 李亮）昨夜今晨，资
水新一轮洪峰先后过境冷水江市
区和新化县城， 两座城市安全无
恙。望着逐渐回落的洪水，当地一
些干部群众感慨：“一切付出都是
值得的！”

自6月22日以来，新化县、冷
水江市持续遭受暴雨袭击。滔滔

洪水，来势汹汹。在资水大堤连
续超警戒水位运行4天后， 冷水
江市于7月1日11时启动防汛Ⅰ
级应急响应， 关闭所有通江入
口，及时发布汛情和警示；各级
党员干部、武警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坚守防汛一线，展开拉网
式巡查和值守； 调集大批冲锋
舟、救生衣、大型机械等物资，强

化后勤保障。
7月2日， 资水新化段上涨至

173.17米，超警戒水位5.17米，距堤
顶仅差0.83米。19时30分，新化县防
指发布紧急撤离令， 对居住在海拔
174.5米以下的城乡居民进行紧急
疏散撤离， 累计撤离10余万人。同
时，3000余名抢险人员全部上堤，
将防洪堤紧急加高1米；新化县防指

就可能出现的管涌、崩塌、渗水、裂
缝等情况做好预案； 加大石块、木
头等防汛物资储备，加大巡视检测
密度，并从各单位持续抽调后备防
汛力量增援。

7月3日清晨，洪峰过后，两地
居民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在新化县
沿江两岸，家里地势较高的居民正
陆续回归， 部分门店也已开张营
业；在冷水江市区，各道路桥梁已
正常通行，环卫工人正忙着清扫沿
河街道。目前，洪水正逐步回落，但
两地仍在加强堤防巡查，确保万无
一失。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新化、冷水江两地水涨“堤”更高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罗华 肖韶华 周
巍) 今天， 记者来到衡东县新塘
镇京珠高速跨洣水大桥， 桥下洪
水滔滔，桥上车流畅通。据该县有
关部门介绍， 县里近日成功处置
一起挖砂船走锚突发事件， 大桥
安然无恙。

据了解， 因近期连续出现强

降雨，洣水水位大幅上涨。6月28
日晚7时许，衡东县洣水潭泊段发
生一条废弃挖砂船走锚事件，挖
砂船附带6艘运输船和2艘工作
船顺流而下， 直接威胁下游约
800米处京珠高速公路桥安全。

接到险情报告， 衡东县委书
记吴伟生、县长徐志毅非常重视，
立即启动水上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赶赴现场。县交通、水利、安
监、 应急和电力等部门及洣水沿线
乡镇迅速行动， 组织力量向事发地
集结， 于当晚7时20分许展开救援
工作。同时，向衡阳市和省有关部门
报告，请求支援。省、市有关部门派
出专家，连夜赶来。

挖砂船及6艘运输船、2艘工作
船漂流途中， 被横跨洣水的废弃高

压线挂住，两岸线塔和电杆发生倒
塌和倾斜，船只随时可能被洪水冲
下，撞击公路桥。救援人员经过讨
论，决定对6艘运输船实施拖离，对
大型挖砂船进行加锚固定，并对两
岸线塔和电杆紧急加固。救援急需
大功率救援船、3吨级大锚和钢丝
绳。衡东县立即与衡山县群益砂石
公司联系，在最短时间内借调来相
关设备和船只。通过各相关部门协
同作战，6月29日凌晨1时30分，6艘
运输船被成功拖离。29日4时40分，
挖砂船和2艘工作船被固定， 险情
排除。

挖砂船附带8艘船冲向公路桥
衡东迅速处置排除险情

衡阳：严阵以待迎洪峰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张雪珊）7月2日晚，邵阳
市成功排除了市区资江防洪堤的一处渗
漏险情，确保了城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月2日上午，驻守双清区指挥防汛抗
灾的邵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蔡典维，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斌带队在资江水
府庙段巡查时，发现资江防洪堤因渗漏出
现倒灌洪水险情。当时资江洪峰水位已达
218.5米， 超警戒水位4.5米。 由于水压过
大，导致河水倒灌，双清路沿河低洼地区
被淹，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

险情就是命令！蔡典维、李斌要求双
清区防汛指挥部组织技术人员加强观
测，妥善处置，确保万无一失。市、区防汛
指挥部的4名技术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察
看险情，会商除险方案。

邵阳市水利局、城管局、住建局等单
位马上行动起来， 一边马不停蹄调运防
汛物资， 一边召集抢险队伍紧急抢险除
险。7月2日下午，正在邵阳检查、指导防
汛抢险工作的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傅

奎也来到该地段详细了解情况，要求妥
善做好处置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从下午4时开始，在邵阳市、双清区
领导的指挥和率领下，由30名武警官兵
和90名城管队员组成的党员突击队、民
兵应急分队，发扬“特别能战斗、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和
连续作战精神，投入抢险战斗中。他们
首先清理沿河100余米的灌木杂草，然
后肩扛手抬，将一袋袋沙石堆放到渗漏
处，并加盖黄土围堤。

看到这一紧张的场面，一些市民也主
动投身到抢险队伍之中。 其中3位女青年
帮着铲沙、装袋，一个个干劲十足，全然不
顾弄脏了衣服和裙子。她们坚持在现场忙
碌了两三个小时，连姓名都不愿留下。

经过5个小时的鏖战， 共动用编织
袋6000个，装运河沙、卵石、黄土等140
吨。2日晚上9时许， 水府庙段资江防洪
堤渗漏险情全部排除，确保了洪峰安全
过境。

邵阳市迅速处置
一处资江防洪堤渗漏险情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彭磊 喻发良）“支持受灾群众重
建家园， 我们公司捐款60万元”，“表达
一点心意，我们捐款20万元”……今天
下午，浏阳市举行“洪水无情、房产有爱”
重建美好家园捐赠活动， 该市众多房地
产企业代表走上捐赠台，踊跃奉献爱心，
一小时就捐款411.08万元。

6月27日至7月1日， 浏阳普降大到
暴雨。 浏阳全市各地农业受损， 房屋倒

塌，道路路面或护坡坍塌，恢复生产和重
建家园的任务艰巨， 迫切需要包括爱心
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洪水无情人有爱。今天下午，在浏
阳市住保局、 浏阳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浏阳市物业管理协会联合发起的捐赠
活动现场，浏阳创意房产、浏阳利通置
业的代表率先上台，分别捐赠60万元，
其他爱心企业代表也纷纷上台进行捐
赠。

洪水无情人有爱
浏阳房地产界捐款400多万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郭云飞）
洪灾无情 ，人间有爱。7月3日，湖南华莱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助灾区仪式分别在
益阳市、安化县两地举行，该公司向益阳
灾区人民和安化灾区人民共捐款400万
元。 善款将通过益阳市慈善总会捐往灾

区，这是益阳市今年以来通过市慈善总
会向灾区捐赠额度最高的企业捐款。

华莱公司董事长陈社强表示，华莱
作为本土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回报社
会，并将一如既往地将企业发展与社会
责任紧密结合起来。

湖南华莱为益阳灾区捐款400万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刘立武 吴巍伟）7月1日，华容县纪
委牵头，县委组织部、县委县政府两办督
查室抽调16名工作人员， 组成防汛工作
联合督查组，分成4个督查小组，对全县
116公里一线大堤人员到岗、 基础性工
作、巡逻查险、抢险准备等4项工作到位
情况，开展不定时不定次现场督查。对督
查中发现的问题，当面开出整改清单，责
令迅速整改到位。

督查要求，7月1日18时前， 县乡两
级防汛责任干部，包括包乡镇防汛县级
领导、防汛工作组组长、县直部门单位
防守500米堤段干部等防汛人员必须

到岗到位；抢修防汛通道、巡逻路，大
堤清基扫障， 涵闸搭棚架灯等基础性
工作必须完成到位； 巡查防守每公里
大堤一个巡逻班组，每班设带班干部1
名、队员2名，每座涵闸固定4名值守人
员，每天2班，每班2人，24小时轮班工
作安排到位。7月2日12时前抢险准备
工作人员、物资必须到位，人员包括以
县人武部民兵应急舟桥连为主的县防
汛抢险大队集结到位， 每个乡镇30至
40人机动抢险队组织到位。 物资包括
每10公里配备一条满载砂卵石抢险船
只， 每5公里堤段配备6台载重10吨以
上满载自卸卡车。

华容铁纪抓防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