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6月起，受大范围暴雨影响，我省14个市州
118个县市区1621个乡镇受灾。 危急关头，省
委、省政府果断决策、科学部署、靠前指挥，率
领全省干部群众，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搏风斗
浪、御灾抢险，防汛抗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
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湖南政协人积极投身抗洪
救灾第一线，以实际行动彰显了责任担当。

灾情就是命令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领导必须在7月3日

赶到各联系点督导检查抗洪救灾工作。面对严
重的灾情，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于7月2日连夜赶
往受灾严重的永州， 抵达第一站祁阳县慰问
时，已是晚上10点。在永州的24小时里，除开休
息的5小时， 李微微一行不是在灾区进行督导
检查慰问，就是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每到一地，
李微微都仔细了解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及
参与抗洪救灾的当地干群、部队官兵。一天下
来，李微微身上已满是泥浆。

7月4日凌晨2时许， 益阳市赫山区距小河
口管涌出险处1公里的岔路口， 交警拦下了一
名坐在摩托车后座的长者，他是省政协副主席
戴道晋。 由于出险处救援车辆排起了长龙，为
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戴道晋找到一名老乡，
坐上他的摩托车一路驶来。从6月30日晚到7月
5日上午， 戴道晋一直坚守在益阳抗洪救灾的
第一线，回长沙后，熟悉他的人都说，“戴主席
不仅黑了，还瘦了。”

7月2日下午，一支由省政协后勤服务中心
12名志愿者组成的抢险队伍赶赴中山西路湘
江段，投入到抢修子堤的行动中。

7月5日，省政协发出投身防汛抢险和灾后重
建倡议书，号召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

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参与抗洪救灾。翌日上
午8时， 一支由省政协机关青年党员干部组成的
特遣队奔赴邵阳县塘代村，对因灾致贫、因灾返
贫的群众，尤其是“三个一”扶贫行动中的贫困帮
扶对象进行重点帮扶。

7月6日，省政协举行“风雨同舟、患难与
共、情系灾区、重建家园”捐款活动。省政协主
席会议成员，部分委员，机关干部，部分离、退
休老干部与省政协二级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纷
纷慷慨解囊， 现场募捐与认捐善款共计300多
万元。

担当在一线，救援在现场
哪里有灾情， 哪里就有湖南政协人的身

影。此次洪灾中，各受灾市（州）县（市）区政协
主席全部亲自带队坚守在抗洪救灾第一线。

6月24日上午8时许，泸溪县政协主席胡成
平遭遇山体滑坡被堵在路上。同时，两辆小汽
车被冲出道路护栏，一辆车悬在两栋居民楼中
间，司机已爬出；另一辆汽车则被压住车门，司
机困在车内无法动弹。胡成平立即召集工作人
员及周围群众迅速将车门强行撬开，救出受伤
司机。

宁乡，是此轮汛情中的重灾区之一。在宁
乡县政协主席邓杰平的带领下, 县政协所有机
关干部均第一时间投入到抗洪一线。7月1日，
县政协委员姜斌在紧急疏散营救受困群众时，
遇到一名90多岁的独居老人不肯转移。冒着大
雨， 姜斌和救援人员站在水中苦劝半个多小
时，终于说服老人撤离。

7月1日清早，邵东县政协主席申桂荣一行
来到汛情紧急的邵东县火厂坪镇。 受三都水
库、宝田水库泄洪影响，火厂坪镇境内水位上
涨、来势凶猛。申桂荣一行在三湾村实地巡查
水位上涨情况，还来到丰裕村贫困户何业乔家

中，劝说何业乔立即搬离老屋，并自掏腰包拿
出600元钱让他暂时租房应急。 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巡查与劝说，丰裕村所有群众均妥善转移
安置。经过全体党员干部的努力，火厂坪镇道
路塌方险情全部排除，公路畅通，无人员伤亡。

济困于危难之时
洪魔肆虐，不同界别、不同行业的政协委

员纷纷挺身而出，为抗洪救灾贡献力量。
7月2日，省政协委员姜东兵旗下的冷水江

资江旅游度假区接到禾青镇需要快艇转移灾
民的通知， 姜东兵与员工戴鹏各自驾驶快艇，
冒着生命危险，经数次努力，成功救出11名受
灾群众。截至7月2日下午6点，姜东兵的公司共
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0多人次。

湖南遭遇特大洪灾，也牵动着千里之外省
政协港澳委员的心。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副主任刘胜辉介
绍，早在7月1日，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就开始布置
筹备相关慈善救灾活动，并向在港湖南乡贤发出
倡议书。截至7月5日下午，已募捐到近300万元
港币善款。 其中以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名义捐款
100万元港币，省政协常委、香港委员周群飞捐
款100万元港币，香港委员蔡广仕捐款50万元港
币。澳门委员联合捐款18万元港币。

7月3日，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
主任孙易兵从香港赶回长沙，捐赠了30万元港
币物资与人民币10万元。

7月17日至19日， 省政协港澳委员还将集
体前往受灾严重的泸溪县开展抗洪赈灾和精
准扶贫活动。

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在抗洪救灾的
前沿， 三湘大地处处留下了湖南政协人的身
影；紧要关头，灾害面前，人民政协兑现了与人
民群众在一起的诺言。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林

“平伍公路将军山隧道塌方后恢复
通车。”“107国道塌方路段整修完毕。”
“临长高速岳阳段全线正常。”7月4日，一
条条水毁道路恢复畅通的消息接踵而
至。闻听喜讯，岳阳市公路局局长冯嘉皇
轻嘘了一口气。

6月下旬以来， 特大暴雨袭击岳阳，
平江县多条干线公路交通中断，汨罗市3
条线路因塌方中断交通， 临湘市2条省
道、5条县道被损毁……

保畅是天职，险情即命令！岳阳市公
路系统迅即打响了公路应急保畅大决
战!

迅速应对显忠诚
6月30日一早， 岳阳市公路局召开

防汛保畅紧急会议， 局长冯嘉皇要求大
灾面前不算小账， 各级各单位要把抢通
公路、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
第一要务。 局党委成员及各科室负责人
迅速赶赴各县（市） 区指挥应急保畅工
作。

107国道管理处下属3个管理所的
干部职工同时上路，6月30日处置大小
塌方33处，确保了107国道岳阳段保畅；
市区公路局全局90多名干部职工轮班
上路60多个小时，排除龙乌线、奇西线
等公路险情54处；汨罗市公路局9成干部
职工上路巡查抢险，24小时轮班不间断。

截至7月4日， 岳阳市公路局共组织
包括107国道管理处和各县（市）区公路
局在内的抢险救援队伍 45支 2327人
（次），调用机械设备876台套，全市各条
线路上做到了险情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
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踏平坎坷成大道
持续暴雨给岳阳公路设施造成惊人

损害。据统计，共计发生较大以上塌方、
水毁和山体滑坡387处； 冲毁公路路基
168公里，造成路面损毁198公里。

6月30日， 山洪暴发导致平江干支
线公路大面积损毁。 该县公路局20分钟
内调集大型工程机械5台、30余人赶到
现场抢险， 奋战3个小时， 清除塌方近
3000方。不久，同一路段又两次发生大
面积山体滑坡，抢险队员迅速转移战场，
5个多小时后实现半幅通行， 至次日21
时，平伍公路全线贯通。

湘阴县河湖密布， 大型桥梁就有3
座。 该县公路局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大
桥。4天内，组织120人清理水沟43公里，
疏通涵洞31处， 消除严重积水路段7处，
保障了通行安全。

至7月4日， 全市公路系统共清理塌
方98000余立方米， 疏通公路桥涵187
处，处置较大以上险情134起，管养线路
上300多座大小桥梁和1000多个过路涵
洞均未出现严重病害和垮塌事故， 也未
发生一起因公路设施损坏而引发的伤亡
事故。

危难时刻看担当
7月1日，大雨如注。冯嘉皇逐一拨通

各公路管养单位负责人电话， 详细了解
全市公路抢修保畅情况。11时，他风尘仆
仆赶赴灾情最严重的湘阴， 慰问已在路
面坚守2天的县公路局干部职工，查看整
个责任路段和两个机埠， 要求守堤干部
职工洪水不退人不退。

为防止灾情扩大和次生灾害发生，
平江县公路局组建6个应急抢险突击队
和1个后勤保障队， 投入12台大型机械，
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黄金洞库区唯一的
防汛通道中断后， 平江县公路局抽调一
支应急抢险队在此驻点，2天内专门针对
这一线路巡查10次， 发现并及时处置大
小险情40余处。

大难当前看担当，为伊消得人憔悴。
6月30日， 汨罗公路局副局长黄伟上午
带队抢险保畅； 下午赶往玉池山清通塌
方道路；晚上8时双楚垸告急，他又火速
组织16名突击队员赶赴责任堤段， 他有
36个钟头未合眼。

通讯员 罗中华 刘鹏 刘蛟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桃江县在迎战特大洪灾中，各基层党组织
高扬鲜红党旗，筑起坚强堡垒。基层党组织中，
一批年轻的8090后负责人豁得出去， 冲锋在
前，涌现出许多动人事迹，谱写了一曲曲壮美
的青春赞歌。

31岁女村支书：舍小家为大家
31岁的王熙，是桃江县浮邱山乡金盆村今

年换届选举中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一
位尚在哺乳期的妈妈。没想到，上任不到一个
月，就遇上了特大洪水的严峻考验。

6月30日6时， 突如其来的大水将王熙家淹
没。 她将婆婆和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安置到二楼
后，立即去村部召集全村干部和党员开会，对抗洪
救灾工作进行安排。会后，她带领一个小组到村民
家巡查。巡查完回到家中时，洪水已没过了她的膝
盖，来不及转移自家的财物，在快速给小孩喂完奶
后，她又蹚水走出家门，奔向一户户村民家中。

6月30日晚10时，王熙得知村里一低洼地带

有一对老夫妇因为担心家里的猪而不肯转移，
立即组织村干部和乡驻村干部， 将其家的猪转
移到地势稍高的地方， 用砂袋筑起一道简单的
防洪堤。7月1日凌晨5时多，水越来越深，眼看着
家里养的猪就要被淹死， 这对老夫妇干着急却
不肯转移。情况危急，王熙再次组织人员，先将
猪全部转移，然后将两位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洪水中，全村25户100余人被安全转移，而
王熙家里的床铺、厨房餐具等被淹。一位村民
说：“王熙这个小妹子很能干，她把我们的安危
放心上，选她当我们村的带头人没有选错。”

80后镇党委书记：沉着冷静战洪水
牛田镇是桃江县降雨量最大的乡镇，镇党

委书记蔡亮作为镇里的“当家人”，虽然是“80
后”，但在特大洪水面前，他沉着冷静，组织全
镇党员干部抗洪抢险，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6月30日晚11时，蔡亮接到三塘湾村险情报
告， 马上决定紧急转移濑溪河周边低洼地段群
众。 他一边向上级汇报险情， 一边将镇机关干
部、三塘湾村组干部、党员分为群众转移、安置

及秩序维护、现场处置、后勤保障、灾情核查统
计、舆情信息等7个工作小组，各负其责，分兵把
守，全面投入抗洪抢险中。至7月1日零时40分，
只用不到1小时，沿河低洼地段群众全部被安全
转移。洪灾中，牛田镇没有出现群众伤亡，最大
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驻村第一书记李鹏：冒雨转移危房户
6月30日，暴雨仍下个不停。桃江县委组织

部年轻干部、驻浮邱山乡西峰寺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李鹏，十分担心村里
的山塘水库水位是否超限，住在危房里的群众
是否有危险。

李鹏冒雨赶到村里危房户胡立坤家，这个
7口之家老的已有85岁，小的只有7岁。李鹏看
到胡立坤家附近没有可以安置的地点，心里急
坏了。他询问得知，胡立坤的兄弟在1公里外有
房屋，迅速组织工作队队员，护送胡立坤一家
人转移。在满是泥泞的路上，李鹏和队员冒着
大雨，扶的扶、背的背，将一家老小安全送到了
其兄弟家。等安置完毕，已是晚上10时多。

夜已深，李鹏不敢休息。他时刻关注全村
危房户动态，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询问村
干部，了解最新情况，要求他们做好危房户转
移和安置工作， 直到所有危房户都安全转移，
他才放心，稍微打个盹后，又投入新一天的防
汛救灾中去。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张瑞国 王诗侃） 记者今天从省强制医疗所获
悉，在近日的抗洪抢险中，该所全警动员，确保
了所内443名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生命安全，
并在洪水退去后，迅速组织了有效的灾后重建
工作。

7月1日凌晨1时，暴雨倾盆，位于岳阳市平江
县城低洼地带的省强制医疗所院内迅速涨水。4
时， 身处长沙的副所长江胜利带队赶到平江，迅
速成立防汛指挥部展开防汛工作。所长何荣勤协

调运来2艘皮划艇抢运物资。管教大队长魏朝辉、
教导员吴驾环赤膊上阵，带队跳入洪水中穿梭50
余次，先后利用水桶、木板等运送贵重物品。两个
小时内，办公区所有电脑、监控设备、重要文件以
及车辆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快速行动， 千万不能让病人受到伤害！”
至早上6时，积水最深处超1.5米，监管着67名老
弱精神病人的一病室被淹，病人生命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 数十名民警迅速涉水进入病室，以
床为桥，在短短20分钟内将全部病人转移到高

层病室，并安排警力通宵值守，确保病室秩序
井然。

洪灾侵袭，本就脆弱的病人难免产生恐慌
情绪，负责后勤保障的民警犹如陀螺般一刻不
停。在配足雨衣、雨鞋等物资外，又协调数家餐
厅订足饭菜、按时派发，还从县内医院配好病
人日常用药， 确保病人正常服药。7月2日早上
10时，洪水逐渐退去，整个过程中，所有病室都
实现了无安全事故、无秩序混乱。

该所民警在洪水退去后立刻投入灾后重
建，经过逾60小时的艰苦努力，被淹病室清理
都已完成，病人全数归位；电力供应、监控设施
都已恢复正常。同时，办公区和病区都进行了2
次全面冲洗和3次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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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温小林 何昕 吴桐英

7月6日8时，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起
头岭村一处堰塞湖被成功疏通， 险情排
除。

7月3日上午8时，因连日暴雨，起头
岭村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泥石流堆积
在河道里形成堰塞湖， 上游的水流仍不
断汇入，危及下游1000多瑶胞生命财产
安全。

“立即转移群众。”新田县迅速成立
应急处险工作指挥部，下设现场抢险、安
全维稳、后勤保障3个小组。当天，1000
多瑶胞全部转移安置。

同时， 针对挖掘机暂时无法进入现
场的情况，当地干部群众用锄头等工具，
挖出一条3米宽、1米深、60米长的泄洪
渠道，降低堰塞湖内水位。并迅速清除堰
塞湖旁边的树木、 南竹、杂
草， 打通一条1.5公里长的
通行便道。

永州市及新田县的水
利、地质专家与相关部门技
术人员也火速赶到现场。勘
测发现， 堆积的泥石流达
2.6万立方米， 形成的堰塞
体宽50米、高12米，堰塞湖
容积达12万多立方米。专
家们立即拿出具体解决方
案。 一方面加快人工作业，

进一步降低堰塞湖内水位， 并迅速从山
外施工， 打通一条道路， 把挖掘机开进
来。当晚8时，经过不间断施工，简易公路
修通，3台挖掘机开到现场。 抢险人员连
夜施工，堰塞湖内水位慢慢下降。

4日清晨，堰塞体突然出现一条80
余米长、1米深、1米宽的裂缝。 专家立
即“会诊”，决定先把堰塞体的松土压
实，再用彩布包好覆盖，防止发生再次
滑坡。 在确认不会出现新的塌方的情
况后，集中3台挖掘机，从堰塞湖坝体
外底部， 增挖一条5米宽、5米深、70米
长的泄洪渠道。

时间一点点过去， 施工不间断进
行。现场，不时突发泥土垮塌、山体零
星滑坡等险情。面对困难，大家积极想
办法解决。 参与抢险的50多人始终坚
守在一线，经72小时奋战，终于疏通了
堰塞湖。

安危谁与共 风雨忆同舟
———湖南政协人参与抗洪抢险纪实

疾风暴雨中开山拓路
———岳阳市公路局保畅抢修纪实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钟力群 肖勇 肖志豪）“当时
情况十分危急，机电设备随时可能被淹。
抢险队伍一边紧急抢修烘干电机， 关闭
尾水门；一边用砂袋拦洪、用备用柴油机
抽水，防止尾水倒灌，一场危机得以成功
化解。”7月6日， 溆浦县银珍水库管理所
所长舒军说起几天前抢险的情景， 显得
十分自信。

7月1日17时， 沅水大江口段水位猛
涨，倒灌顶托溆浦县银珍水库大坝，下游
水位迅速涨至139米，转眼间没过尾水门
启闭机0.5米。抢修人员从容应对，凭借
过硬的素质，精准施策，使水库经受住了
洪水的考验。

6月22日至7月1日， 强降雨来回
横扫怀化市，该市大部分县市区降雨
量刷新历史纪录 。“面对这场特大暴
雨袭击， 全市1314座水库超60%溢洪

运行，所有水库安全度汛，并通过预
先泄水腾库 、拦洪削峰 ，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怀化市水电
勘测设计院专家告诉记者，怀化的水
库大部分建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能
够经受住这一场巨大考验，靠的是三
分建七分管。

据了解，自2002年开始，怀化市累
计投资31.22亿元， 对1123座病险水库
（水闸）进行了除险加固，水库安全程度
大幅提高。今年汛期前，市水利部门共排
查出96座水库大坝隐患102处， 于汛期
到来前全部整改到位， 保证了水库无隐
患度汛。同时，该市还对300余名水库管
理人员， 进行了水库大坝安全运行管理
专题培训。这次抗洪，全市有651座水库
启动了安全应急预案、 防洪抢险应急预
案。 水利部门还派出抢险专家413人次，
到现场调度指挥。

三分建设七分管养

怀化1300多座水库安全度汛

72小时疏通堰塞湖

400余名病人安然无恙
省强制医疗所全警动员战洪魔

洪水中唱响青春壮歌
———桃江8090后“书记”奋战抗洪一线

“蛙人”除险
7月5日， 华容县治河渡镇新

华垸防汛大堤穿堤涵闸旁，“蛙
人”正在水中摸排除险。7月1日以
来，这支由4人组成的华容县防指
“蛙人”潜水抢险突击队连续奔波
在一线抢险，往返华容县注滋口、
团洲、治河渡等6个防汛重点乡镇
河堤。截至5日15时，共摸排病险
口闸、穿堤建筑物50余座，排除大
小险情70余处， 为高水位中的大
堤安全度汛提供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巍伟 摄影报道

加强防汛抗灾 恢复生产生活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