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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通讯员 方日辉 张小弓

这个夏天， 岳阳市湘阴县沙田垸将因一
场“水的战争”而被历史铭记。

6月22日以来，湘江、资水、沅水急剧上
涨，城陵矶三江口长江水高位灌入，湘江支流
柳林江水位5天暴涨4米多！7月4日零时，湘江
第一次洪峰过境， 沙田垸水位最高达38.07
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72米。

暴雨持续时间超历史、降雨量超历史、水
位超历史、险情密集度超历史。从6月30日到7
月4日，5天5夜，堤身单薄、多年未遇高洪考验
的沙田垸，经历了一场铭心刻骨的“大考”。

地处南洞庭湖滨的沙田垸“一夜成名”，
成为岳阳市乃至全省防汛的“上甘岭”。

科学决策， 为战役胜利奠定
坚实基础

接连暴雨， 沙田垸水位不断上涨。6月30
日至7月2日， 湘阴防汛应急响应从Ⅲ级飙升
至Ⅰ级。

必保，必保！沙田垸大堤肩负的不仅仅是
守护本垸近3万乡亲之责，一旦垮溃，县内毗
邻垸区56万人将遭受洪灾， 甚至会殃及益阳
等地上百万人生命财产安全。

极端汛情和独特地理位置，令省、岳阳市
领导高度关注。

7月1日至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副省
长何报翔分别来到岳阳、 湘阴沙田垸督查指
导防汛工作。

7月1日至5日，岳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忠雄，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多
次到湘阴督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全省防汛关键在岳阳，岳阳关键在湘阴，
湘阴关键在沙田垸！”省领导的重托一语千钧。

好在今年入汛以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就
明确提出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的各
项准备。在物资人员提前到位的同时，每天防
汛会商和调度，让人力物力用在刀刃上。

大战之前有人信心不足， 质疑这段首建于
明清时期、堤身单薄的大堤，能否守住？

胡忠雄、刘和生一槌定音：必保沙田垸，
全力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1日，胡忠雄要求，停止一切与防汛救
灾工作无关的会议和活动， 各级领导靠前指
挥，下到各防汛责任区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当天， 前线指挥部在湘阴县岭北镇双合
村成立， 岳阳市委、 湘阴县委领导“打桩定
位”，坐镇指挥。

回过头看，省委、省政府的精准预判，市
委、市政府的周密部署，是沙田垸创造历史奇
迹的坚实基础。

精准调度，“土办法” 上马，高
效处险是制胜法宝

7月1日晚，沙田垸堤防上，滔天洪水不断
拍打堤面。 堤上已发现12处管涌和6处跌窝，
堤脚成排的渗漏口向内垸喷水， 双合村三组
200平方米堤身就出现8处散浸……

“像筛子一样啊！”巡查人员感到触目惊心。
7月2日上午，副省长何报翔、岳阳市市长

刘和生火速赶赴沙田垸现场督战。
此时，沙田垸已超警戒水位3.42米。河水

经微风一吹，就直接漾上堤面。容不得半点犹
豫，听取汇报、交换意见、作出决策……这些
都在半小时内完成。

紧急会商达成了几点共识：湘阴县马上启
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立即向长江防总申请削
减三峡水库出水流量；立刻召集老水利专家上
堤指导抢险；24小时不间断密集巡查；制定溃
垸预案，做好人员转移、撤退的应急方案。

这几条关键决定，让原本慌乱的大堤沉静
下来，沙田垸保卫战进入更有序、有效阶段。

省、市、县20多名水利专家上堤会诊后，
认为沙田垸堤防蚁穴、鼠洞较多，随着高水位
持续，堤身渗漏、垮塌、跌窝险情将频现。

按照专家意见，对大堤马上采取“外坡黏
土防渗铺盖、加大导浸阻滑平台、开导浸沟、
换填截渗”等措施，进行加固。

在制定管涌处险方案时，专家又提出，要
挖沟导水、砂石打围、平台沥水、卵石铺沟。这
些在1998年抗洪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土办
法”，再次取得良好效果。

勠力同心， 军民众志成城保
家园安澜

7月2日零时， 水面几乎与沙田垸堤身齐
平。

“水位上涨太快，抢筑子堤劳力必须立刻
上堤”“向市防指请求武警官兵支援”……4000
余干部群众纷纷带上铁锹等工具，紧急集结到
大堤。同时，挖掘机、翻斗车以及修筑子堤的彩
条布、编织袋、砂砾石，源源不断运上大堤。

2日5时，岳阳武警支队150名官兵直奔大
堤。军民奋战3小时后，一道由彩条布、编织袋
灌砂筑成的6400米子堤横亘堤上， 将狰狞的
洪水挡在堤外。

3日凌晨 2时许， 巡堤人员发现堤身

0+500处出现一个土洞。 正在双合村待命的
武警官兵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9时许，该堤段又惊现内坡跌窝。经过近3
小时堵压、填充，高约0.7米的压浸平台抢筑完
成。

13时许，跌窝另一端又开始渗出浊水，带
出的泥沙由小渐大。至此，与其相连的100余
米堤段已出现管涌、 跌窝、 滑坡等险情10多
处。

“各位官兵，马上行动！”一声令下，刚从
前线退到柳江学校的常德武警支队官兵顾不
上休息，再次奔赴大堤。

同时，当地干部群众加入抢险。1500余人
在水利专家指挥下，鏖战至16时，险情终于得
到控制。

大堤上，党旗鲜红。21支共产党员突击队
1200名党员冲锋在前。就在一线大堤上，面对
滚滚洪流，26名抗洪积极分子火线入党。

3日，柳江村党总支书记俞正春因连日劳
累导致结石发作，倒在大堤上。下午2时，刚做
完碎石手术的俞正春没有回家， 再次直奔大
堤。

年满六十的资深水利专家甘明辉患有严
重糖尿病，每天要打3至4次胰岛素。自7月1日
起，他镇守沙田垸，手把手教干部群众用正确
方法打围子、堵管涌、防渗漏。

沙田垸保卫战，也是鱼水情深的“活典范”。
1日晚10时， 处险完毕的岳阳市武警支

队、 民兵预备役官兵数十人席地卧在双合村
三组屋前，村民们自发将一支支蚊香点燃，放
在酣睡的战士四周。

第二天抢险结束， 战士们回宿营地时，双
合村一组的乡亲们把房屋腾出来，执意让战士
们住。每当官兵稍事休整，当地群众自发将早
已备好的稀饭、西瓜端到战士面前。竹山村乡
亲还倡议捐款，每天为抢险人员送开水、凉茶。

7月3日9时，最严峻的考验来临，湘江第
一轮洪峰开始过境。当时大堤到处渗水，江水
溢上大堤，管涌、散浸、跌窝险情此起彼伏。早
已集结待命的军民迅速分头行动， 默默调运
筑板土、铲运砂石、抢筑压浸平台。

一位50多岁的老党员事后回忆：“一天时
间内，出险、抢险，再出险、再抢险。极度疲乏
的军民玩命干活，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堤
不能垮，家不能毁。”

4日上午10时30分， 湘江第一轮洪峰顺利
通过湘阴全境。广播一响，父老乡亲喜极而泣。

惊心动魄五昼夜， 参战军民共成功处置
管涌70多起，小渗漏不计其数。

新一轮降雨即将到来。水渐退去，心仍紧绷。
沙田垸，依旧无眠。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婷 熊军

“在河堤边守着，心里踏实。”7月4日
上午， 株洲县南洲镇昭陵居委会党支部负
责人甘彬正在清点着转移居民人数， 他们
已在湘江东岸的老街堤坝上守了7个昼夜
了。

7月3日， 株洲县境内湘江水位高达
43.36米，超警戒水位2.36米，老街水深已
达1.3米。 昭陵居委会紧急转移居民115
人，大部分居民住在其子女家中，居委会
也腾出办公室安置了4位孤寡老人，并照
料他们的一日三餐。镇村干部和4名入党
积极分子每天驾着冲锋舟， 给受灾群众
发放物资和应急用品。

昭陵老街临江而建，历史悠久，古韵浓
郁，有许多青砖黑瓦的老房子和吊脚木屋，
60多户居民住在这里， 大多是留守老人。
他们居住分散，还有些行动不便，面对突来
洪水，故土难离，给转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困难。
82岁独居老人彭金环是最后一个转

移的，她在老街住了几十年，故土难离，迟
迟不愿转移，居委会干部多次上门劝说，终
于把老人妥善安置在老街坊家中。

“这些天连续降雨， 老房子只怕有危
险。必须转移所有居民，不落下一个人。”昭
陵居委会主任王迎亚介绍， 从6月27日开
始涨水，他们就一户一户上门劝说，把居民
转移到安全地带，搬运家具电器，提供物资
保障。

居民安全转移了，但是镇村干部还是
不能撤离。株洲县南洲镇党委委员、组织
委员马文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防
汛救灾工作的需要， 她只能将孩子寄养
在父母家中，7个昼夜，无暇顾及。镇村干
部每天连轴转，24小时轮流值勤，一遍一
遍地观察水位，一处一处地巡查堤坝，累
了就睡在板凳上，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4
个小时。

保卫沙田垸
———来自岳阳防汛抗灾最前沿的报道

7个昼夜的坚守
———株洲县南洲镇转移群众剪影

7月9日， 岳阳市君山岛公
园，游客上岛游玩。前段时间，洞
庭湖持续的高水位导致该公园
湖水倒灌，部分亲水平台、游道、
码头被湖水淹没， 入园交通受
阻，公园于7月1日闭园。目前汛
情缓解，经公园工作人员清淤排
涝，景区恢复正常，公园恢复开
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君山岛公园
恢复开放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欧阳亦周） 记者今天从省核工业地质局了解
到，截至目前，该局在此次汛期共派出150余
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 参与全省18个县市区
的地灾防治抢险， 现场踏勘受灾点和隐患点
340余处，排除重大险情4例，提交应急调查报
告92份，无一人伤亡，未发生一起次生灾害。

6月以来，我省持续遭受暴雨侵袭，多
地发生洪灾及由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
面对汛情和险情， 省核工业地质局地勘单
位迅速派出技术小组， 在灾情较为严重的
永州、怀化、衡阳、岳阳等地积极参与地质
灾害隐患排查、紧急抢险。

7月2日，双牌县麻江镇麻江村、廖家
村发生特大泥石流， 地质技术人员第一时
间进入地质灾害点现场勘查，收集数据，提
出治理意见与建议，得到国土资源部领导、
专家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在会同县， 将军北路一居民点因山体

滑坡被毁， 当地技术负责人率领应急小分
队赶到出事地点后， 从当天早6时到晚6
时，紧急开展救援，最终将居民和财产安全
转移。

7月1日，衡南县松江镇高江村一民房
后发生滑坡地质灾害， 巡查应急小组冒着
二次滑坡的危险现场踏勘地质滑坡险情。
当地政府采纳巡查应急小组建议， 迅速划
定警戒线，及时迁出9户48名居民，确保了
群众人身安全。

7月1日凌晨，平江县小坪村、如苏村
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地灾应急小分队立刻
赶赴灾害点， 与乡村干部共同制定应急方
案，并紧急调来挖机和汽车，冒雨转移受灾
村民，协助群众疏通水沟，排水泄洪。

7月7日，省核工业地质局又专门成立
湘核防汛抗灾工作协调小组， 继续增派多
支地质灾害治理小组奔赴各地， 深入地质
灾害现场“诊脉开方”，开展应急处置。

省核工业地质局为地灾防治“诊脉开方”
排除4例重大险情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危化品仓库安全隐患已经排除，采石场已
经停工……”7月5日下午6时，省安监局应
急值班室， 不断收到督查组从各地发回来
的督查情况。

从7月1日开始，省安监局由局领导带
领7个督查组，奔赴灾区督查指导，确保汛
期安全生产。

“防爆仓库电箱怎么能外接普通排插?
起隔离防护作用的围堰为什么被打通了？”
7月2日，省安监局局长李大剑带领督查组

来到长沙化工原料总公司(651仓库)进行
突击检查，发现多起安全隐患，要求企业立
即整改。

“暴雨天气尤其要严防安全生产事故
的发生。”在督查中，督查组要求各地针对
当前汛情，加大对危险库、无主库、停用库
和尾矿库的巡查检查力度； 加强矿山企业
防洪和防治水工作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运
企业防雷电设施的检测维护工作， 严格执
行高温、雷雨天气停产的相关规定，严防泄
漏、爆炸等事故发生。

省安监局下派7个督查组赴灾区查隐患
确保汛期安全生产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7
月5日凌晨， 紧急赶来支援长沙市抗洪抢
险的邵阳市矿山救护支队3台特种抽水泵
轰鸣启动，立即见效，被洪水淹没的雨花区
花侯路、红旗路一带路面积水被迅速排干。
在此次抗洪行动中， 我省矿山救护设备成
了抗洪排水“神器”。

4日，受长时间洪水浸泡，长沙市黎托
竹沙桥泵站一个闸门开裂， 洪水瞬间涌入
长沙城区。情况紧急，急需调用大吨位排水

设备开展排水救援。接到求援信息后，省安
监局迅速会商， 紧急调动邵阳市矿山救护
支队驰援长沙。

邵阳市矿山救护支队是处理矿山灾害
事故军事化管理的专业队伍，承担了湖南、
广东、广西、福建南部等地的矿山重特大灾
害事故、 矿山救援排水和矿山应急救援抢
险任务。在此次抗洪抢险行动中，邵阳市矿
山救护支队先参与了邵阳市抗洪应急救援
等急难险重任务。

矿山救护设备成了抗洪“神器”

荨荨（上接1版）
从7月1日13时起， 省防指将防汛Ⅲ级应

急响应提升为Ⅱ级。这些天来，杜家毫与省防
指相关联的日日夜夜是这样的———

7月1日， 杜家毫先到省防指指挥调度防
汛抗灾工作， 随即马不停蹄赶到省公安厅指
挥情报中心， 借助公安的视频监控系统助力
最揪心的桃江县城防汛。

7月2日上午， 杜家毫在省防指主持召开
防汛会商会， 强调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
一切的重大任务， 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历
史最高水位洪水；下午，奔赴望城区新沩水河
两岸的团山湖垸和大众垸， 现场督导检查防
汛。

7月3日上午，在赶赴岳阳的途中，杜家毫
与省防指取得联系，详细了解当前五强溪、柘
溪水库出库流量， 洞庭湖城陵矶出湖流量以
及湘江长沙段实时水位等数据， 并要求省防
指每小时上报一次数据；下午赶回长沙，又直
接来到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 分析研判未
来72小时全省雨情水情， 强调面对超历史的
汛情，必须做好超历史的准备。

7月4日上午，杜家毫在长沙主持召开防汛
抗灾视频会议，与14个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连线通话，部署下阶段防汛抗灾工作……

连续4天， 在全省汛情最紧张的时刻，杜
家毫在省防指和抗洪前线之间来回奔波，经
常凌晨2时、3时打电话到省防指，甚至通宵达
旦分析汛情、会商决策，并赴长沙、湘潭、益
阳、岳阳、常德等一线指导督导。

“万一有新的险情，要随时向我报告”

7月3日23时30分许， 省防指值班室终于
比白天安静了一些。

一道道指令从这里发出， 迅速下达各地执
行。当天0时12分，湘江长沙站迎来超历史最高
水位洪峰之后，水位缓慢回落。据气象预报，7月9
日之前，全省范围内不会有致灾性的暴雨。汛情，
似乎从最紧张的局面开始趋向缓和。白天忙碌了
一天的值班人员，终于有机会“把凳子坐热了”。

突然，电话铃响！益阳市防指报告：赫山
区资江大堤羊角电排附近，出现一处直径1米
以上的管涌群，奔涌而出的洪水掏空堤脚，已
有几十米长的大堤塌陷！

重大险情！意外比明天先来！值班人员立
即分头行动，一面继续了解现场情况，一面迅
速上报省领导。

资江大堤羊角电排地处人民垸， 一旦溃
堤，比垸内民房高3米左右的洪水就会一泻而
下，危及垸内兰溪镇5万多人，同时威胁到烂
泥湖垸内赫山、湘阴、望城等区县数十万群众
安全，直接关系整个防汛抗灾全局！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凌
晨致电益阳市委主要领导，对险情十分关切。

接到险情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火速赶到省防指。此时，湖南日报摄影记者唐
俊也已赶到出险现场，并拍摄管涌现场视频，
发给蹲守省防指的湖南日报记者刘勇。 许达
哲拿过湖南日报记者刘勇的手机， 仔细观看
险情视频后，致电益阳市，要求当地采取一切

措施，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保住大堤。
同时， 省防汛办主任罗毅君紧急致电湘

阴县水利局，从湘阴县调运3船砂卵石到赫山
区支援抢险。

7月4日凌晨3时许，益阳方面报告：险情
好转，管涌流量明显减小，可确保不会决堤。
此时，许达哲才准备回去休息。临行前，他反
复叮嘱省防指值班人员：“万一有新的险情，
要随时向我报告，千万不要担心吵醒我了！”

其实，在7月3日白天，许达哲已经来过一次
省防指。当天上午，他先后在汉寿县沅南大圈防
洪堤检查、 看望慰问迎战湘江洪峰的社会各界
人士， 并到长沙县黄兴镇高塘村画田垸检查防
洪抗灾；14时，许达哲又赶到省防指会商。

在省防指值班日志上，记录了许达哲7月
1日的行程：早上，到省防指了解全省最新汛
情，调度防汛抗灾抢险工作；上午，到湘潭市
指导防汛抗灾；中午，又到省防指会商防汛工
作， 研究决定全面启动全省防汛Ⅱ级应急响
应；下午，马不停蹄赶赴益阳桃江，检查了资
江、牛潭河两处防洪大堤的除险加固情况。这
是真正的“连轴转”！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实施分洪”

6月22日晚上开始，风云骤变，今年入汛
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如约而至。

之所以说是“如约而至”，是此次暴雨尽
在预料之中。省防指值班室6月19日就收到省
气象台《气象专题报告》，“未来一周，省内降

水集中……”；6月22日再次收到省气象台《重
大气象信息专报》，“6月22日晚至6月28日，省
内将有持续性暴雨、大暴雨过程……”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距长沙数百公里外的五强溪水库， 根据

省防指调度命令， 于6月21日10时起开闸，按
出库不小于5000立方米每秒泄洪， 消落库水
位3.54米，增加调蓄库容3.46亿立方米；调度
柘溪水库、凤滩水库满负荷发电，分别消落库
水位4.17米、6.76米， 增加调蓄库容3.5亿立方
米、2.09亿立方米，静待暴雨洪水到来。6月22
日至25日，五强溪、凤滩、柘溪、水府庙等4大
水库拦蓄洪水近20亿立方米， 极大减轻了沅
水、资水、湘江下游及洞庭湖区的防洪压力。

预报中的暴雨， 总是如期而至。6月30日
起，资水流域普降大暴雨，洪水从上游一路往
柘溪水库奔涌而来。当晚，柘溪水库下游的资
水桃江站水位涨到42.30米的保证水位以上，
且预报还将上涨。

“当资水益阳站水位达到39.00米，并预
报仍将继续上涨，且益阳市城区、长春垸或烂
泥湖垸危急时，首先启用资水尾闾半边山、毛
家桥、 半稼山等垸行蓄洪水……”6月30日开
始，分洪措施已被作为一个选项，一度被摆到
桌面上讨论。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实施分洪！”省委副
书记乌兰，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杨光荣，一
直坐镇省防指，几乎异口同声。

“一旦分洪，尽管有部分补偿，但蓄洪垸
内老百姓损失依然会十分惨重。”省防汛抗旱

督办专员陈文平介绍，“蓄洪垸三五年内都难
以恢复元气。”

省防指为减轻资水下游桃江、 益阳等地防
洪压力，调度柘溪水库拦洪错峰，总计削减洪峰
流量7800立方米每秒， 拦蓄洪水11.85亿立方
米。从6月30日8时到7月1日20时，柘溪水库水位
急涨，在36个小时内跳涨6.34米，达168.98米，已
接近169.00米的正常高水位。7月1日13时， 资水
益阳站出现洪峰，水位为39.14米，超过保证水位
0.82米，与39.48米的历史最高水位也相差不远。

按照“江河湖库联合调度”的部署，省防
指坚持精细调度、实时调度，先后下发洪水调
度命令64个，特别是通过对五强溪、柘溪等大
型水库调度，拦蓄洪量27.33亿立方米，分别降
低下游桃源站、常德站洪峰水位2.5米、2.0米，
既保证了大坝的安全， 又保证了水库下游城
市的安全，还最大限度减少了库区的损失。

借力三峡水库，省防指向长江防总求援。
经长江防总调度，三峡水库出库流量由28000
立方米每秒逐渐减至最低8000立方米每秒，
长江三口入洞庭湖的水量锐减， 甚至一度出
现负流量； 洞庭湖出口城陵矶外的长江水位
明显降低， 出湖流量达49400立方米每秒，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值， 使得洞庭湖水位加
快下降，缓解了湖区堤防压力。

7月7日， 湘江干流长沙站以上河段已全
部退出警戒线。省防指防汛会商会决定，将防
汛应急响应由Ⅱ级调整为Ⅲ级。会商会上，气
氛明显轻松了不少。杨光荣透露，“已经3天没
洗澡了，今天要抽时间回去洗个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