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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6月下旬以来，湖南遭遇强降雨。 一场与
洪水抗争的战斗，在干部群众、消防战士、武
警官兵中打响，也在新闻工作者中打响。

在此次抗洪救灾报道中， 湖南广播电视
台记者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
深入防汛一线采访报道， 涌现出不少感人事
迹。

面对暴雨和汛情， 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
卫视、经视、都市、公共、广播等媒体迅速行
动，360多名编辑记者奔赴一线， 声屏网融媒
体立体发声， 全面反映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团结一心、防汛抗灾的动人情景，凸显了主
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为赢取抗洪救灾工作的
阶段性胜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电视记者，
哪里有险情就去哪

“哪里有险情，武警去哪儿，我们就跟到哪
儿。 ”6月30日，桃江县防汛形势严峻，武警湖南
总队直属支队600名官兵前往支援，湖南卫视午
间新闻记者曾文颖、谭俊，也跟着武警官兵出发
了。 曾文颖说，武警官兵通宵抢筑子堤，累了躺
在地上就睡着了，一天休息不到两个小时。新闻
工作者也要有这种灾情就是命令的精神， 第一
时间冲到前线，战斗在最前沿。

湖南卫视记者董哲颖刚完成别的采访，就
直接冒雨赶到湘江边上，投入到汛情的直播中。
现场下着瓢泼大雨，他一边了解情况，一边测试
直播信号，全身都湿透了，一位好心的路人看记
者冒雨做节目，主动为他撑起了雨伞。

自从湖南进入防汛期， 湖南经视摄像组
就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发。 对摄像记者郭士
龙来说，每年抗洪的报道都是常态。 今年他总
结了以往的经验， 带着防水摄像机跟随救援
人员去记录实况。 有一个场景让他印象深刻：
一条巷子的垃圾场、公共厕所都被洪水淹没，
而穿过这条又脏又臭的巷子， 能节约时间救
出更多的人， 他穿了救生衣， 手拿防水摄像
机，忍着恶臭，记录了救援的全过程。

《经视焦点》记者黄绘历，面对肆虐的洪
水，她自告奋勇去抢险一线。 在长沙马坡岭街
道，低矮的平房被积水淹没了一半，一个废品
收购站的老人还在家转移财物， 周围倒灌的
积水混杂着垃圾，恶臭不堪，为了帮助老人抢
救财产，也为了让观众更直观了解水情灾情，
她多次跳进污浊的水中帮忙。 她还和抢险志
愿者一起深入小区水最深的地方帮助转移群
众，发放救灾物资。

7月1日，因为暴雨，湘江长沙段水位比前
一天晚上猛涨约0.5米。《都市晚间》记者姚琪
在水文部门的采访中， 工程师已经详细介绍
了这一情况。 为了让市民更加直观感受到暴
雨带来的影响，他来到前一晚去过的湘江边，
站在浸水的台阶上，淋着暴雨做现场连线，水
已经漫到了膝盖以上， 说话时暴雨拍打在脸
上连眼睛都睁不开。

6月23日， 湘江岳阳段水位急速上涨，湖
南公共频道记者蒋银深入岳阳抗洪一线采
访。 回长沙后，蒋银身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荨
麻疹，她抽空去社区卫生室打完吊针，又赶回
办公室编稿、值晚班。 接连3天，蒋银的全身都
布满了荨麻疹， 医生多次劝说她立刻停下手
上的工作，回家疗养，但她依然坚持在一线。

广播记者，
不惧安危在路上

6月24日滂沱大雨，恰逢星期六，已连续
工作了三周的广播传媒中心交通频道记者李浩
接到任务后，放弃休息，急匆匆地赶往受灾严重
的沅陵县。持续的暴雨也让这里变为一片汪洋，
他与同事一起冒着危险采访， 记录了最真实的
抗洪场景和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情
况。在赶往沅陵县筲箕湾镇花桥村采访时，道路
塌方、山石滚落，一路险象环生。 李浩克服重重

困难到花桥村后，大水已经淹没街道，他立即投
入采访，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6月22日以来， 李浩先后遇到了10多次险
情，采访了上百人，共播发稿件100多条。其中，
采用大量现场同期的表现形式，使广大观众更
加直观真实地了解了汛情和一线实情，也最生
动地表现了领导科学调度、运筹帷幄和广大干
群风雨同舟、合力抗洪的动人场景。

交通频道记者于宏伟被誉为“应急斗士”，
2008年冰灾期间因为表现突出而火线入党。 7
月1日，暴雨袭击长沙，从早上7时获知长沙大
雨多处积水的消息之后，他就开始在城区自驾
车巡查报道。全天从11个不同的积水地点发回
报道20多条。 长沙洪峰过境一再延迟，他一直
坚守在一线，每天仅休息两三个小时。

洪水发生以后， 金鹰955频道女记者梁擎
宇多次主动申请去受灾一线。 在怀化采访时，
经过溆浦县小横龙乡小北公路，一路上连续出
现了20多处塌方和泥石流，她在雨中冒着可能
继续塌方的危险，记录了一线抢修人员在最危
险的地方现场抢修的过程。 晚上，她与抗洪救
灾人员一起，在漆黑的盘山公路上赶往辰溪清
水塘水电站。 由于山路崎岖，梁擎宇一路晕车
呕吐，仍然坚持前行。 她采写的人物特写《护坝
八勇士》，记录了清水塘水电站以船为家、冒着
生命危险护坝的8位勇士的故事。

360多名编辑记者奔赴一线，
声屏网融媒体立体发声

此次抗洪抢险中，从桃江县城大转移，到
长沙保卫战；从辰溪、邵阳救灾，到望城、跳
马、 湘阴抢险……湖南广播电视台各频道迅

速行动，360多名编辑记者奔赴一线， 声屏网
融媒体立体发声， 从权威报道到汛情发布再
到粉碎谣言，及时有效、稳定人心，从评论言
论到主题宣传片再到原创MV歌曲， 鼓舞士
气、感人至深。卫星车、4G设备、直升机联手上
阵，情系三湘百姓，彰显主流担当。

为做好报道，湖南广播电视台统一调度，
卫视、经视、都市等频道联动，向长沙、怀化、
永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岳阳、娄底、常
德等地抗洪前线派出50多组记者，日夜奋战，
发回大量生动报道。

从7月1日起，湖南卫视共开设了12档《湖南
迎战暴雨洪峰》直播，经视、都市、公共频道一共
开辟了6个直播时段，推出《迎战湘江超历史最高
水位》《迎战强降雨》《迎战强降水》 直播报道，广
播交通频道、金鹰955也全天启动《我们在一起》
等应急广播。截至7月6日上午，全台5个新闻媒体
14个栏目共播出稿件3200多条， 投入70多个小
时进行防汛抢险救灾报道。

在此次防汛抢险救灾组织上，湖南广播电
视台充分发挥“兵团作战”的经验和优势。 以新
闻管理信息平台为前线指挥部， 台领导坐镇指
挥，及时发布调度指令，交流沟通一线信息。 各
媒体打通前线记者、设备和信息资源，在各档直
播连线节目中形成整体、相互补位，如卫视就在
全天直播中，充分使用了经视、都市的前线报道
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报道合力。新闻中心除
了做好全天各档直播连线和《湖南新闻联播》节
目，还重点通过芒果云新闻客户端与人民网新
闻客户端联合开通防汛救灾报道直播。 各媒体
还通过“两微一端”官方平台及时更新防汛抢险
救灾动态。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向行军） 今天下午， 由中国侨联主
办、湖南省侨联承办的2017“亲情中华”海
外华裔青少年湖南夏令营开营仪式在长
沙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为夏
令营活动授旗。

省侨联充分发挥湖湘文化资源优势，
积极争取中国侨联支持， 开展的寻根问
祖、参观交流的华文教育活动，得到了海
外侨界的普遍赞誉和广大华裔青少年的

积极参与。 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
国、法国、日本、阿根廷、墨西哥、泰国、老
挝、柬埔寨、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
的100余名海外师生参加此次夏令营。

王柯敏对远道而来的海外华裔青少
年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 他希望营员们争
做中华文化的勤奋学习者、积极践行者和
热心传播者。 他要求省侨联精心组织，主
动协调，强化保障，确保大家安全、顺利、愉
快地度过难忘的湖湘之旅。

�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唐小敏） 此次洪灾让湖南上百万
少年儿童的家园损毁。 7月7日，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的华声慈善网联合中国少
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伏羲儿女圆梦
计划”公益办公室，开展的“湖南洪涝灾害
援助”网络募捐项目正式上线。 湖南日报、
新湖南、华声慈善网共同携手中国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为湖南地区遭受洪涝
灾害的少年儿童发起爱心募捐。 这是中国
省级党媒中第一个利用自有平台开展的
互联网募捐。

6月起，大范围暴雨袭击三湘大地，截
至7月9日，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湖南14个
市州1223.8万人受灾， 转移安置162.1万
人，需紧急生活救助47.1万人，直接经济损
失381.5亿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如
此重的灾情，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
湖南日报、新湖南、华声在线等，全方位报
道和发布湖南抗洪救灾的资讯，旗下的互
联网慈善垂直媒体平台———华声慈善网，
利用自身的互联网技术优势，和北京恩玖
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旗下基金会中
心网联手合作，开发网络募捐平台，并联
合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伏羲
儿女圆梦计划”公益办公室上线“湖南洪
涝灾害援助”网络募捐项目，在全国范围
内为湖南的受灾群众发起募捐。

据了解，本次筹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
受灾地区少年儿童物质需求， 用于水、食
品、应急灯、卫生及户外防护用品等生活
用品的购置。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
会工作人员将深入灾区一线，在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将救援物资
发放到受灾地区少年儿童的手中，救灾善
款使用情况将在救灾结束后第一时间向
社会公示。

华声慈善网于今年3月30日与北京恩
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旗下基金会
中心网达成战略合作，共同进行网募平台
开发，历时3个多月的攻坚克难，顺利打通
了网募接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指尖公益
又多了一个快捷的网络公益募捐通道。

为我们受灾的同胞捐赠爱心善款，特
别是救助受灾地区的少年儿童，彰显中国
力量， 即刻行动起来！ 爱心人士可点击：
www.acishan.com/h5/f/index_snetjjh.html
进 行 捐
赠 ， 或扫
描文末的
二维码进
行爱心捐
赠 ， 选择
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
均可。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钟毅刚 范珲

沅水在汉寿境内汇入西洞庭。 7月5日，沅
水汉寿段大部分河段退出警戒水位， 但随着
五强溪加大泄洪，7月6日，部分河段又涨到警
戒水位以上。 连日来，记者在汉寿采访发现，
沅水河堤上始终党旗飘飘， 党员干部从未离
开半步。

昼夜坚守，领导垂范
6月30日，汉寿县在庆“七一”“双十佳”颁

奖典礼举行后，接着召开防汛紧急调度会。 县
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立即奔赴抗洪抢险
一线，从此打响抗击高洪的战役。

7月1日凌晨， 沅水汉寿段出现超警戒
水位， 7月3日出现超保证水位。 沅水高位
运行， 汉寿多处堤段出现翻砂鼓水和内滑
坡险情。 7月3日晚， 4天4夜没睡一个好觉
的杨昶再次走上大堤， 巡查出险堤段险情
处置工作。 先是到沅水一线大堤沧港镇防
汛责任堤段， 后又来到新兴社区两处翻砂
鼓水处置地点。 当天深夜12时， 又马不停

蹄赶到西湖垸出险地点， 查看险情和抢险
工作。

汉寿县委副书记、 县长车世忠等县领导
也纷纷奔赴一线，现场指导。 县直机关100余
名党组织负责人落实责任，巡堤查险。 全县22
个乡镇（街道、区）党（工）委书记迅速到岗到
位，24小时坚守一线。

上下齐心，众志成城
领导作表率，广大干部群众迎难而上。 汉

寿县组建了278支党员先锋队，他们将旗帜立
在堤上，全力投身防汛。

7月1日上午， 党员先锋队在龙潭桥镇胡
家冲子垸巡堤时， 发现油壶冲堤段出现睧眼
上方穿洞， 撇洪渠积水内灌， 堤身浑水浸
泡。 镇党政干部赶赴现场调度， 党员群众30
余人自发加入抢险， 经2小时奋战， 险情警
报得到解除。

还有一支“娘子军” 让人感动。 “谁说
女子不如男？ 我说女子能顶半边天!” 蒋家嘴
镇北区党支部书记戴曼利接到防汛指令时
说。 7月1日， 她带领干部群众割除杂草， 用
一天时间完成了施家冲地段割草除杂任务。

她白天在施家冲守堤， 晚上在阁金口当值。
毛家滩回维乡向阳社区党员彭晋贵、 彭

晋满发现险情， 立即跳入几米深的河水中，
冒着生命危险打稳木桩， 化解险情。 崔家桥
镇连家坝社区干部刘立专一头扎入水中探险
情、 堵漏口， 全身被划出20余道大大小小的
伤口， 仍坚持到险情排除。

队伍不散，力度不减
7月6日上午， 汉寿县沧港镇新兴社区党

总支书记周治孝又来到沅南大堤巡查险情。
5日， 洪水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但周治孝仍
不放心。 周治孝说， 上游来水增加， 该河段
水位有点上涨， 不过来看看放心不下。 6月
30日开始， 周治孝一直守在抗洪一线。

6日， 在汉寿县沅水一线迎洪大堤仓儿
总堤段， 龙阳街道的党员干部分成两组， 对
堤腰、 堤脚进行认真巡查。 街道负责人说，
他们将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不接到防指解
除防汛的指令， 决不散人离岗。

6日， 沅水汉寿段仍有多处在警戒水位
以上。 为防止退水出险导致意外， 县防指召
开会商会， 要求各相关单位不能因天晴、 退
水而放松巡堤查险， 在下达解除防汛指令
前， 队伍不能散、 力度不能减。 目前， 该县
各级各相关单位仍坚守防汛一线， 巡堤查
险、 开导沥沟等工作在有序进行。

风雨同舟在路上
———湖南广播电视台投身抗洪救灾报道纪实

� � � � 7月1日， 都市频道记者李中在长沙市岳麓区牌楼口路井口倒灌现场做报道。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等携手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请您为遭受洪涝灾害的少年儿童
奉献爱心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张礼俊

7月8日，在农技员指导下，溆浦县大
江口镇清江屯村的柑橘园一片繁忙，村民
们正在给被洪水侵蚀的柑橘树喷洒药水，
减少受灾损失。

“那就是我们的‘老船长’。 ”一位村民
指着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子说。

村民说的“老船长”，是今年54岁的何
圣青，因从小在溆水边长大，水性好，船也
划得好，被乡亲们称为“浪里白条”。 后来
因为自己经营着渔船， 他又被人们称为
“船长”。 随着年龄增长，在“船长”前也加
了一个“老”字。

何圣青的眼睛有些红肿。 这些天，他一
直在组织村民开展灾后重建，没怎么休息。

溆水在清江屯村附近汇入沅水。 6月
29日凌晨，怀化普降暴雨。 上午，村里的清
江溪水量陡增，加上沅水上游泄洪，村里
低洼处渐渐被洪水浸泡。

“作为村支书就要当好掌舵人！ ”何圣
青立即与村干部一起， 组织开展村民转
移、救援安置工作，把地势相对较高的村
妇女主任石聪桃家作为第一个安置点。

首当其冲的是伙食问题。 大家正在准
备着当天的晚餐，屋外的雨哗哗地下个不
停。“不好，水快淹到门前了！ ”突然，大门
口的一名村民喊了起来。 何圣青当即调
度， 将原计划下午4时的晚餐提前到2时，

让乡亲们填饱肚子后迅速转移。
第二个临时安置点是村民金永家。 晚

上，水淹户被安置到地势较高处村民家住
宿。 第二天，金永家也进水了，安置点又搬
迁到穿过山头的高速公路下面。 何圣青带
领大家将村里的废旧汽油桶搬上来做炉
灶，架起两口大锅，做好饭菜分送给水淹
户。 水淹面积不断扩大，村里设了6个救援
安置点。

暴雨如注，洪水暴涨。 很快，道路中
断，停水停电，房舍被淹，村庄成为“孤岛”，
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危难之际，泡沫墙板成了“救生筏”。
何圣青叫来从小一起玩水玩到大的村民
孔令原，两人将以前修活动板房剩下的泡
沫墙板四周夹上竹子，做成“竹筏”。 两人
坐着这块竹筏，划出村庄，直抵河对岸的
码头。

何圣青解开自家拴在码头的船，又租
了一条船，两人将一拨一拨的村民转移出
来。

54岁的张山友半身不遂，何圣青直接
将他从病床背到船上；70多岁的何友珍较
为肥胖，体重80多公斤，何圣青将船划到
她家二楼阳台边，弓下腰作为跳板，让其
踩着腰背来到船上……

救援转移工作一直持续到7月1日中
午， 住在低洼处的650余村民全部得到安
全转移。 此时，何圣青这才意识到自己两
个晚上没合眼了。

2017“亲情中华”
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开营

危难之际，“老船长”闯出救援路

� � �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张灿强 王成奇）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
立项结果近日正式公布。 湘潭大学获得立
项资助35项，排名全国高校第12位、全省
首位， 刷新了该校国家社科基金立项4项
学校纪录。

据统计，全国立项资助年度项目及青
年项目共4289项，其中，重点项目343项，
一般项目2850项，青年项目1096项，平均
立项率为14.6%。

今年，湘大17个学科共申报119项，获得
立项资助35项 (重点项目3项、 一般项目22
项、青年项目10项)，覆盖14个学科，立项率
为29.4%，资助经费745万元，排名全国高校
第12位、全国所有科研单位第13位、全省首

位，立项数、立项率、立项经费、立项排名等4
项指标均创该校历史最好水平。

陈代湘、欧爱民、王协舟等3位教授获
准重点项目立项资助，且为一次性成功获
批重点项目。 李蓉等22位教授获准一般项
目立项资助，相较2016年增长5项。 方舟之
等10位青年博士获准青年项目立项资助，
相较2016年实现大幅增长和长足进步，说
明该校青年博士群体发展态势良好，科研
潜力巨大。

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于1991年，由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管理。 国家
社科基金面向全国，重点资助具有良好研
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中的研究人员。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结果公布

湘大以35项排名全国高校
第12位、全省首位

洪水退了又涨，脚步从未离开
———汉寿党员干部坚守一线抗洪救灾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