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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唐勉婕

冲在一线，险遭不测；父亲生病，坚守一线；
家中被淹，无暇顾及……连日来，湘潭县石潭镇
石潭管区党总支书记曾洪波在抗洪抢险中舍小
家顾全局、冲在抗洪一线的感人事迹，在当地被
广为传颂，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摧不垮的硬汉”。

冲锋在前险些遇难
连日持续的强降水， 让涟水石潭镇境内水

位暴涨。7月1日晚， 水府庙水库加大出库流量，
预计下游涟水水位将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石潭
管区的杉木桥居委会、窑上居委会地势低洼，很
容易遭遇水灾，而且居住的大部分是留守老人，
若不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

7月2日凌晨2时，为了加快转移速度，曾洪
波负责掌舵，与其他4名应急队员驾驶一台冲锋

舟和武警驾驶的两台冲锋舟一起下河查看险
情，转移被困群众。此时，5人已经在抗洪抢险一
线连续奋战了3天3夜，72小时连轴转。

出发不久，冲锋舟内就积满了水。他们一边
将积水舀出，一边借着手电光前行。因水流湍急
加之水中障碍物太多， 冲锋舟下水不久就出现
故障，失去控制，撞向石潭桥……“如果不是掌
舵的曾洪波及时控制冲锋舟， 让它从小桥洞穿
过，那我们5个人都要牺牲了。”回忆起当时的险
情，石潭镇纪委书记陈立强仍心有余悸。

驾驶冲锋舟靠岸后，曾洪波顾不上休息，又
马不停蹄地赶赴杉木桥居委会， 继续转移受困
群众。随后，又赶赴有溃堤危险的古城堤与武警
官兵一起加固河堤。

坚守一线无法顾家
曾洪波的家在石潭镇象塘新村， 也是石潭

镇的重灾区。 就在他带领干部们争分夺秒展开
生死大救援时，他接到了家中的电话，说自家的
老屋已经垮了，新家也进水了。家中还住着年
迈的父母、妻儿、兄嫂，谁也不知道这噬人的洪
水还会持续到几时，家中是否安全呢？父母还
好吗？

大雨倾盆，各处救援的电话不断响起。曾洪
波无暇顾及自家亲人， 只能从电话里向兄嫂叮
嘱“照顾好父母”，然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
洪一线中去了。

就在曾洪波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时，他接
到妻子电话，他的岳父因为心脏病正在医院抢
救。

焦急的曾洪波接到妻子电话， 感到一阵揪
心的痛。自古忠孝难两全。大灾面前，曾洪波同
妻子说了声“照顾好父亲”，就重新带领应急队
员救援群众去了。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芳 李潇

7月6日，泸溪县浦市镇青草村晴转
多云。 记者在该村新航户外俱乐部看
到，店里的电器泡烂几十台，装修需要
全部重来。店主刘子幸和妻子姚双连显
得身心疲惫，面容憔悴。

记者和他们言及6月30日转移村民
的事情， 夫妻俩瞬间打起了精神。“救
人，我们一点都不后悔。”

6月30日早上，洪水开始侵袭店铺。
“洪水涨上来了，快走搬东西！”刘子幸
急忙招呼妻子姚双连把店铺里的财物
转移至地势较高的自家楼房里。

刘子幸夫妇热爱户外运动，能熟练
使用皮划艇，大水猝不及防来了，让他
们损失了6艘皮划艇。顾不上心疼，两人
开始用仅剩的4艘皮划艇往家里运送
物资。

正划到高龙头小组的时候，姚双连
听到微弱的呼救声：“救命啊，我家里只
有老人孩子，你能把我们带走吗？”她仔
细一看，是一栋老旧砖房二楼的一个老
人在呼救。

没有丝毫犹豫，她高声回应：“老人
家你莫急，我们现在就过来。”老旧的房

屋在洪水的冲刷下有些松动，刘子幸心
中暗惊，这房子怕是要倒。他让妻子把
握好皮划艇的方向，他去把老人孩子一
一接了过来。

果然船开出五六米，轰隆一声房子
倒了。船上村民害怕得抱头尖叫，姚双
连安慰道：“莫怕莫怕， 蹲好不乱动，不
会有事的。”

水位上涨很快，村里大部分楼房都
已经淹到了二楼。 皮划艇经过村寨中
心，被困在楼顶的村民们纷纷呼救：“子
幸啊，双连啊，也救救我们吧。”

刘子幸、姚双连夫妇看到平日亲亲
热热的乡亲处于危难之中，心里火烧火
燎的疼：“唐伯，杨婶儿，你们再等等，我
一定把你们救出去。”

他们把救下的村民安置在自家屋
里，并联系了政府干部及村里其他会划
船的村民， 把家里4艘皮划艇全部用来
救人，放弃转移自家店里物资。姚双连
对老公的决定二话没说，身材瘦小的她
冲在前头，穿梭在洪水中间搜寻待解救
的村民。

刘子幸夫妇与政府干部、村民组成
的皮划艇小组成了救人主力，他们不顾
危险，在洪水中往返穿梭数十趟。经过1
天奋战，60名被困群众全数脱离险境。

周俊 李亮

“来，把东西搬上船，我带你们一程。”7月5
日，在资水河畔的冷水江市禾青镇炉竹村，洪水
虽已退去， 但村里道路损毁严重， 无法正常通
行。已在抢险一线忙活了几天的刘飞鹏，又开着
快艇出来帮大家运送物资。

刘飞鹏是炉竹村村民， 在东莞市经营了几
家物业公司，身家上千万。得知家乡洪水来袭，
他心急如焚。7月1日， 放下所有的工作和业务，
他驱车上千公里赶了回来。

此时，以往山清水秀的炉竹村、黄场村已被
洪水围成一座孤岛，300多名村民被困， 自家新
建的房子也浸泡在大水中。

冷水江防汛部门紧急救援，但船只有限，很

多村民还未转移。洪水还在上涨，水流速度已经
达到每小时30公里， 部分用来疏散村民的船只
在水中上下颠簸，险象环生。

见刘飞鹏回来，有亲属拉着他说：“飞鹏，你
不是有艘快艇吗， 赶紧去把家里财产抢救出
来！”快艇开到半路，刘飞鹏看到村里被淹房屋
的屋顶和阳台上还有许多村民在焦急等待救
援。他调转船头，投入到抢险救援行动中。

“快来穿好救生衣，我背你上船。”“大家坐
稳了，船开了！”刘飞鹏把受困村民一个个接上
船，驾驶着快艇穿梭于急流之中。受灾地点与最
近的安置点相距3公里，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要
半个多小时。他10余次往返转运受灾村民、运输
救援物资。

救援过程中，发动机被水中杂物缠住，失去

动力。快艇被洪水越冲越远，船上的人都慌了起
来。刘飞鹏咬咬牙，跳进湍急的洪水中，在无任
何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潜水作业。浑浊的河水流
进嘴里、鼻子里，整个人成了一个“泥人”。10多分
钟后，杂物排除，船却已被洪水冲出了几百米。

故障使发动机不能上抬， 导致快艇无法靠
岸， 刘飞鹏跳进一米多深的水中， 将船上的老
人、小孩背到了安全地带，再继续开展下一趟
抢险救援行动。当天，他一个人转移村民达40
余人。

村民们安全撤离了， 刘飞鹏悬着的心也放
下了， 而自己新房子里的物品却一样也没有来
得及搬出来。

刘飞鹏的举动，乡亲们都看在了眼里。村民
王共姣说：“他的快艇，是我们的生命之舟！”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欧阳倩）今日
上午10时26分，长沙市芙蓉区交通运输
局龙勇接到致谢电话：“感谢你们的援
手， 如果不是你们那么晚还在巡堤，我
朋友落水估计没人能发现。”

事情得从今天凌晨1时50分说起。
此时，龙勇和区卫计局的刘金龙接替同
事巡查。交接中，同事提醒：“浏阳河九
道湾段下堤护栏外的台阶上， 有位女
子坐在那玩手机。 巡查的时候要注意
一下。”

龙勇和刘金龙巡查时，还没来得及
走到女子身边， 就听到了急促的呼救

声。“一定是那女孩落水了。” 来不及细
想，龙勇朝落水处奔去，迅速跳入水中，
抓住落水女孩并托起。由于落水点离岸
约有4米，龙勇在水底憋着气，托着女子
游到岸边。 岸上的刘金龙跨到河里接
应，两人合力将女子救到岸边。

女子情况尚好， 呛出几口水后，基
本无恙。据介绍，该女子姓何。心情不佳
的她坐在台阶上，一不小心滑落水中。

何某的得救并非偶然。龙勇曾在广
州海军舰队服役，水性颇佳；刘金龙是
广东军区的转业军人，曾在1998年抗洪
救灾中参与守卫长江大堤。

危急关头方显硬汉本色
———记湘潭县石潭镇石潭管区党总支书记曾洪波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衡 陈政忠 伍致健

7月4日，记者来到东安县石期市镇采访，该
镇“90后”财政所工作人员谢康舍小家，及时转
移受困群众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谢康的家在石期市街上， 街坊们告诉记
者，谢康是家里的独子，父母都已经60多岁，妻
子即将临产。因谢康忙于在外抢险，洪水来时，
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物品被冲走或
受损。

原来，7月1日，谢康主动请缨，与镇武装部
长蒋志平到偏远的蒋家自然村抗洪抢险。 村里
仅6户人家，在家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小孩。

当谢康和蒋志平劝村民们转移到安全地
点时， 大家头摇得像拨浪鼓。83岁的村民蒋伍
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洪水进村，放心好
了。”

当晚下半夜， 洪水突然上涨。7月2日10时，
洪水涌进村庄。同时，洪水引发的泥石流，阻断
了村里唯一外出的道路，电力、通讯中断。

“大家不要惊慌！跟着我们转移！”紧急关
头，谢康和蒋志平的声音在风雨中响起。谢康先
背起行动不便的85岁村民唐平玉，向屋外跑。山
路湿滑，谢康好几次摔倒，但他死死护着背上的
唐平玉。把唐平玉安置好，谢康又返回村里。村
民蔡淑荣还在坐月子， 谢康一手抱着蔡淑荣的
孩子，一手打着伞为孩子遮雨，自己大半个身子

在淋雨。
等大家全部到达安全地点， 洪水已经淹至

村里房屋的二楼。村民蒋祚旺对记者说，回想当
时的情景，现在还很后怕。

大家商量， 决定向山后地势更高的九井自
然村转移。谢康与蒋志平轮流背着唐平玉，深一
脚浅一脚艰难前行。唐平玉感激地说：“一路上，
他俩几乎摔成了泥人，但我没伤着。”

经过近5个小时努力，村民们全部安全转移
到九井村。谢康、蒋志平把在九井村有亲戚的村
民，安置到亲戚家。其余的村民，集中安置在村
办公楼。谢康、蒋志平到村里借来被褥，搭建简
易床铺，生火做饭。

面对记者的采访， 谢康平静地说：“这是
我分内的工作， 应当义不容辞努力完成。”谢
康的妻子蒋云艳也特别理解地说 ：“他是党
员，还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个时候他不上，谁
上呢？”

为了村民安危顾不上自家财产———

刘子幸夫妇义救60人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刘毅 王辉

7月4日，记者来到株洲市天元区群
丰镇湘云村， 位于该村东南角低洼处
的湖南泳迪农业科技园， 原本为了防
洪筑造的围墙被凿开了一道30米长的
口子，整个园区泡在洪水里，积水最深
处达到5米，6台水泵正在抽排园区内
的积水。

“要不是王总及时凿开围墙，把洪
水引入自己的科技园，我们屋里肯定泡
水了。” 提起湖南泳迪农业科技园负责
人王煦鑫凿开围墙引洪水的壮举，湘云
村一位村民激动地说。

7月1日，连日强降雨导致湘江株洲
段水位接连突破警戒水位和保证水
位，接近历史最高水位。不断上涨的江
水， 涌入紧挨着湘江西岸地势低洼的
湘云村。当天下午3时，暴雨没有停歇
的迹象，湘江水位仍在持续上涨，加上
村里排水不畅， 洪水很快蔓延到村民
家门口。

“推倒围墙，把洪水引进园区，保护
村民不受灾。” 眼看产业园附近80多户

村民遭受洪水威胁， 王煦鑫毅然决定，
用自己的园区蓄洪，保护村民房屋不进
水。

作出决定后， 王煦鑫带领员工很
快将围墙凿开一道6米长的缺口。洪水
飞速灌进园区， 逼近村民房屋的洪水
缓缓退下。不多时，半个园区被洪水覆
盖。

7月2日16时，新的险情出现，持续
上涨的洪水随时可能吞没村民罗炯钢
家的10亩葡萄园。罗炯钢多年前因车祸
导致肢体残疾， 一家4口全靠葡萄园维
持生计。

“再凿围墙引水，不能让罗炯钢一
家断了经济来源。”王煦鑫没有犹豫，他
带领员工再将以前6米长的围墙缺口凿
至30米， 更多的洪水灌进园区， 园区
160亩土地全部被淹， 园区内的水稻育
种园、枸杞培育田等不同程度受灾。

王煦鑫两次凿墙蓄洪，园区经济损
失700余万元。 他说：“我不会因为损失
点钱而后悔。 周边村民把土地流转给
我， 支持我的事业， 我很感谢他们。再
说，在灾害面前，我们企业也应该承担
一些社会责任。”

为保护村民淹了自家园区———

株洲企业主两次凿墙蓄洪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

7月6日，溆浦县小横垅乡月溪村水
毁公路上， 村里党员和群众搬石挑土，
干得汗流浃背。

村党支部书记龙开应指着一个正
在修路的老人，对记者说：“这个老人92
岁了，我们劝他不要来修路了，他不听，
坚持要来，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年轻党员
学习。”

这个老人是村里老党员张贻逢，已
有61年党龄。6月30日洪灾发生后，村里
溪河水猛涨，村卫生室也被冲垮了。“看
到洪水还在涨，张贻逢老人将家里的袋
子拿来装土堵洪水。” 村里老支书龙开
华说。

“老人家，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来
修公路？”“这次洪灾将公路冲垮了不
少地方，路不通了，很不方便，看了心

急。”面对记者提问，张贻逢一脸认真
地说，“党员不带头， 群众怎么会跟着
干？”

7月1日上午，张贻逢扛着锄头来修
路，村里干部劝他不要来，可他不听，一
连干了6天。张贻逢的事迹感动了大家，
7月4日，村里又有20多人加入义务修路
队伍。

在休息的间隙，张贻逢回忆起入党
时的事：“一个姓熊的区委委员跟我说
了3句话， 我至今牢记在心。 他说的是
‘跟党走，活着干，死了算’。”

入党时这3句话， 激励着张贻逢时
刻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记者劝他休
息，他笑着说：“活到老，干到老，直到干
不动了为止。”

村里83岁的老党员龙天斗也不示
弱，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家中房屋受损，
天天上工地修路。他指着张贻逢的背影
说：“我的榜样在前面。”

“跟党走，活着干，死了算”

九旬老党员带头修路

女子落水，巡堤队员跳河救人

“他的快艇，是我们的生命之舟！ ”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戴勤
通讯员 胡权 戴琛

7月6日， 隆回县南岳庙镇沙子坪社区党支
部书记罗生雷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卫生院打
点滴。连日来带病抗洪，累倒了这个铁打的男
儿。自6月27日起，他冒着高烧，在抗洪一线坚
守7天7夜。而半年前，他还是一家企业的高管，
月收入上万元。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回乡当村
官。

罗生雷17岁入伍， 在解放军新疆某部野战

连服役5年，曾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997年退伍
后，他到广东河源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工作，后来
成为公司高管。

今年春节，沙子坪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定胜
找到罗生雷，希望他能回老家，带领群众致富。
四十不惑的罗生雷第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
路口。经反复考虑，他咬牙下定了离职回乡的
决心。

沙子坪社区由原来的沙子坪社区与桃冲村
合并而成，当地土壤沙化，村民收入微薄，主要
收入靠外出务工。 回乡后被选为社区党支部书

记的罗生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就在他和社区
班子准备带领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候，一
场暴雨持续10多天下个不停。

6月27日，雨越下越大，灾情越来越严重，罗
生雷的心也越揪越紧。 社区鸟竹山沙化的土壤
变成一颗“不定时的炸弹”。罗生雷顾不上身体
发高烧，通过村村响和微信群告知群众汛情；并
通过“防汛抗灾 我当先锋”的主题党课，将党
员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时，组织班子成员分工
合作，并以村组党员为单位，成立“党员突击
队”，积极开展汛期巡查、群众转移、后勤保障
等工作。

54岁的老党员刘礼辉说：“没想到这个新书
记如此拼！”防汛关键时刻，罗生雷顶住高烧，7
天7夜坚守在鸟竹山地质灾害易发点。在罗生雷
感召下，社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群众迅速投
入到防汛抗灾中。

企业高管罗生雷回乡当村官———

顶着高烧防汛7天7夜

洪峰里的“青春之光”

“火线入党”
7月5日，湘阴县岭北镇

沙田垸柳林江巡防大堤上，
新党员面对党旗， 高举右
手，庄严宣誓。当天，26名入
党积极分子获批“火线入
党”。 他们持续坚守在抗洪
抢险第一线，出色地完成抗
洪抢险任务。 叶旭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