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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龚柏威
通讯员 石科圣 姚进群 赵永贵

7月9日，在防汛抗灾一线，益阳市9000余
个基层党组织、24万多名党员，开展了“沧海
横流，尽显党员本色”主题党日活动。在桃江
县大栗港镇童子山村， 近50名党员正在抢修
被山洪冲垮的道路。县卫计局、县疾控中心和
大栗港中心卫生院等单位的党员也来到这
里，为当地受灾群众发放卫生防疫宣传资料、
消毒液，免费提供健康体检。

连日来， 益阳市基层党员干部在防汛抗
灾中，用责任和担当诠释忠诚，筑起了一道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堤坝。

“我是党员，紧要关头，我不
上谁上”

“前几天这里好危险，现在我们还不敢掉
以轻心。”7月8日， 仍在沅江市茶盘洲镇苏湖
浃堤段值守的龚大武对记者说。

7月5日凌晨4时， 苏湖浃堤段出现6个沙
眼。 茶盘洲镇天心渔村党支部书记龚大武第
一时间获知消息，一边向镇防指报告，一边带
领村干部和村民赶去处置险情。6时许， 从堤
上往出险位置运送砂石的唯一过道———一座
简易桥梁眼看就要断了。“沙眼越来越大，不
能停止运砂。”龚大武心急如焚，他跳到1米多
深的水里，用木桩对桥梁进行加固，并大喊继
续运砂。这时，另外几位村民也跳入水中，一
起用木桩固定桥梁。

“当时好危险，要是桥跨了，说不定你命
都没了。”事后一位村民对龚大武说。龚大武
笑着说：“我也晓得有危险，但我是党员，又是
村支书，紧要关头，我不上谁上？”

在益阳抗洪战场上， 经常能听到这样令
人震撼的声音。广大党员在危急时冲锋在前，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大家而舍小家。

7月3日晚10时许， 赫山区兰溪镇政府驻
村防汛值守干部、 党员王国才在资江大堤羊
角段发现管涌险情，第一时间向镇防指报告，
为抢险赢得了时间。随后，他投入抢险，奋战
到次日中午。

今年57岁的王国才是土生土长的羊角
人， 他家就在离管涌发生地不到2公里处，但
当时他来不及顾及家人，4日险情被控制后，
才知道家人3日晚上已转移到安全处。

为了守护家园，有的党员在拼命，有的甚

至献出了生命。
南县麻河口镇陈家渡村村委会委员、党

员张孝松患食道癌。村里要他安心养病，但他
决然上堤，参加查险处险。他说：“虽然我的生
命即将进入倒计时， 但为村里再尽自己一分
力，为自己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才对得
起共产党员的称号。”

资阳区新桥河镇长矛仑村67岁的老党员
周述生，7月1日先后在3个地方参与抢险，因
突发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我不管别人去不
去，我是党员，是肯定要去的。”这是周述生出
发抢险时对老伴说的最后一句话。

“看到党员干部来了，我知道
有救了”

7月1日7时20分，资阳区沙头镇纪委书记
祁春林接到村民报告，因资江水位骤然上涨，
住在堤外洲子上的永明村村民张兆年父子被
困。 巡堤查险搞了一个通宵的祁春林立即赶
往现场，并向镇防指报告，调集人员，用冲锋
舟将受困者救出来。

“看到党员干部来了，我知道有救了！”被
救上岸的张兆年激动地说。

6月30日下午5时， 通往桃江县修山镇的
公路均被洪水阻断，修山成了一座孤岛。镇里
党员干部撑着小红伞， 挨家挨户紧急转移低
洼地带的群众。 该镇舒塘社区的钟奶奶说：

“今年洪水来得猛，搭帮转移得快。”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 修山镇

党委特意订制了小红伞。 小红伞以党旗颜色
为底色，伞面印制“修山党建”徽标、修山镇政
府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等。鲜艳的小红伞，成为
镇上党员亮明身份的一种方式。一把小红伞，
撑起一片天。 镇机关年轻党员陈丽川说：“撑
着小红伞，有一种自豪感、使命感，同时给群
众一种安全感。”

7月1日下午5时，洪水导致安化县东坪镇
杨林村路面严重毁损，交通中断。该村株溪口
片竹山组村民廖建苏焦虑不安，他有9个多月
身孕的女儿廖美艳出现了分娩的迹象， 救护
车却被洪水阻隔进不来。 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刘超群闻讯， 立即召集相关人员成立救援小
分队。 杨林管区主任谌靖和镇村两级党员干
部蹚溪过河，一路跑步赶赴廖建苏家，迅速将
廖美艳抬到河边准备好的橡皮艇上。 党员干
部纷纷跳入水中， 用手推动橡皮艇前行直至
陆地， 再用担架把她送到在村口等候的救护

车上。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为一个小生命顺
利诞生赢得了宝贵时间。

“有党组织这个 ‘主心骨 ’，
天塌不下来”

临时党支部建在抗洪一线， 党旗迎风飘
扬，党员们胸前佩戴党徽，大堤上重温入党誓
词……在益阳防汛抗灾战役中， 一个党组织
就是一个摧不垮的战斗堡垒。

“不畏艰难，人在堤在！”面对险情突发、
外洪内涝的严峻形势， 大通湖区北洲子镇外
湖防汛二大队成立临时党支部，35名党员干
部组建了一支士气高昂的抗洪抢险先锋队。

支部建在大堤上，让党员们找到了“主心
骨”，群众看到了“带头人”。北洲子镇外湖防
汛二大队临时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全体党员
大会，研究防汛抢险方案、设立党员责任岗、
按“党员+防汛队员”进行人员分工，巡堤查
险、清基扫障、开沟疏导、严密值守……在全
长7130米的胡子口隔堤防线上， 凸显出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7月3日晚， 党员周锡春、杨
建波在巡逻查险过程中， 发现一处废井出现
管涌险情， 二大队临时党支部迅速组织人员
赶往现场，进行拉线照明、导滤疏通等紧急作
业，在水利专家现场指导下，成功封堵了管涌
口，控制了险情。

7月1日6时许，资水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
北峰垸村石湖片栗山洲段水位达到39.9米，超
去年最高水位，并出现管涌群。镇村两级党组
织率领400多名干部群众， 与省军区直属队
100名官兵一道，鏖战2个多小时，成功处置了
险情。

7月2日9时30分许，受上游宁乡县双江口
镇高水位漫灌影响， 赫山区欧江岔镇东团村
杏仁组出现漫溢险情，洪水威胁到欧江岔镇3
个村，以及该镇新河以南区域。东团村党支部
组织党员、青壮劳力200余人，与赶来增援的
子弟兵一道全力抢险。经过近10小时奋战，构
筑防洪子堤380多米，确保了家园安全。

“有党组织这个‘主心骨’，天塌不下来。”
这次抢险过后，东团村村民李国明感慨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张新卫 李绍萍

7月7日凌晨传来喜讯， 受洪灾影响停
运的京广高铁浏阳河隧道恢复通车。 这是
继谭阳洲、曙光垸、竹沙桥险情之后，长沙
市雨花区取得的又一抗洪战役的胜利。知
情者说，每场艰苦战役胜利的背后，都是高
高飘扬的党旗。

雨花区今年成为洪水受灾严重的地区
之一。值得赞扬的是，面对渗水、管涌、内涝
等诸多险情，雨花区党员干部坚守一线，不
畏惧，不退缩。

7月1日上午，雨花区发动1147个党组
织、1.3万余名党员参加防汛抗洪。 他们在
洪水面前筑起一道坚强防线， 让鲜红的党
旗高高飘扬在抗洪战场。

“各级各部门决不能松劲懈怠、麻痹
大意 ， 要全力以赴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雨花区区委书记张敏对全区防汛救
灾工作提出要求。 区委成立曙光垸防汛
抗灾指挥部，10名区级领导任总指挥、常
务副指挥长， 和党员干部群众一起不眠
不休，吃住在一线……

7月1日上午11时40分，黎托街道交
通职院基坑内突然冒出湍急的管涌。接
到险情报告，区委书记张敏 、区长刘素
月第一时间带队赶赴现场，指挥调度应
急抢险。 经近7小时奋战， 险情得以控
制。

7月2日，浏阳河曙光垸出现漫堤险
情，区领导赶赴现场指挥 ，出动大型运
输车165台、挖机及推土机7台、排渍系
统9套，运输土石1.55万立方米，对溃口

进行回填加固， 并迅速转移受灾群众
1399名。7月4日6时52分，曙光垸溃口成
功合龙。

7月4日6时许，浏阳河合丰垸竹沙桥
泵站出现险情，后面是万亩大垸，长沙火
车南站也离出险处不到3公里。 武警、消
防官兵和应急救援人员等1000余人参
与救援。 军民奋战28小时， 至7月5日上
午10时许， 竹沙桥泵站闸口封堵战取得
胜利。

在这场抗击洪水的战斗中，许多普通
党员冲锋在前， 发挥了很好的模范带头
作用。

黎托街道川河社区83岁的老党员刘
仕贵从6月30日开始，就在浏阳河一处大
堤上坚守。7月2日，水位接近漫堤，刘仕
贵不顾身体患病，仍守在一线，协助防汛
队员分拣编织袋、 装砂石， 查看汛情。他
说：“别说身后就是我的家， 就算不是我
的家，我是党员，这种时候，出一分力都
是应该的。”

原合丰垸堤委会主任、东山街道党员
李长勤，是一名68岁的老党员，与洪水打
过多年交道，虽然退休了，依然坚守在防
汛抗灾一线，参与巡查、处置险情。每天
早上6时，他自费坐出租车来大堤，一直
忙到深夜， 熬得眼睛红肿， 衣服湿了干、
干了又湿。

在防汛形势紧张的跳马镇，128名女
党员巾帼不让须眉，哪里有险情，哪里就
有她们的身影。这些女党员成立“抢险先
锋队”“劝说转移队”“后勤保障队”，用自
己柔弱的身躯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汛
墙”。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吕小宝 刘明启 郭华 谭艳芳

7月9日早上5时30分许，天刚蒙蒙亮，
常宁市水文局副局长施冬奇起了个大早，
来到这次遭受洪灾严重的大堡乡麻洲村樟
二组进行灾后洪水调查。一个小时后，车停
在受灾户刘冬阳家门口。

刘冬阳说，7月2日深夜时分，他家红
砖屋进洪水达30厘米深， 房屋外围墙出
现严重下沉 。 施冬奇来到老刘家住房
外，仔细寻找这次洪水浸泡房屋的痕迹，
找到后， 他在房屋外的洪水痕迹上用油
漆重重划了一条醒目红线， 打了一颗钢
钉。

“这次我先到洪灾最严重的大堡乡寻
找洪水痕迹， 过几天局里再统一安排测量
洪水痕迹高程。”施冬奇说，这是为今后防
汛抗灾服务做好基础性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 施冬奇每天早上起床
的第一件事， 就是准时打开省防汛抗旱信
息系统平台， 认真查看常宁境内及湘江上
游的雨水情，为当地党委、政府防汛抗灾提
供正确的参考依据。

7月2日零时9分， 他仔细查看省防汛
抗旱信息系统平台， 发现本市近1个小时
内，荫田、西塘和塔山等11个雨量站点降雨
超过30毫米。

“这么大的雨，在常宁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施冬奇说，“可能引发山洪暴发、泥石
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零时30分许，施冬奇拨通该市副县级
干部雷楚云的手机报告雨情，“建议市政府
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灾区群众。”雷楚
云迅速通知雨情较大的荫田、 官岭和塔山
等乡镇党委、政府，当晚将4000多名群众
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暴雨还在持续，宜水、湘江常宁段水位
大幅上涨， 湘江常宁段水位将接近历史最

高水位。
当天凌晨2时40分许， 施冬奇将雨

情、水情信息向常宁市市长吴乐胜报告，
吴乐胜立即要求该市各级各部门负责人
绷紧防汛抗灾这根弦， 防汛抗灾进入临
战状态。

新河镇位于湘江河畔， 当地群众没有
料想到这次汛情的严重性。7月2日下午3
时许，施冬奇陪同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市
长吴乐胜来到该镇浯洲岛， 现场查看湘江
水位上涨情况。

“当时湘江水位已淹没浯洲岛水泥桥
面，水越涨越快。”施冬奇说，大片农田被淹
没， 部分居民住房已被洪水包围， 情况危
急。

施冬奇随即向刘达祥、 吴乐胜建议，
根据湘江上游水情， 湘江流域新河段水
位至少还有1.5米的上涨空间， 建议市委
市政府立即组织转移群众， 确保生命财
产安全。

“常宁市委、市政府按水文局预测的
湘江洪峰水位， 在原设防的基础上，再
增加0.8米的设防高度。” 刘达祥当场拍
板。

当晚8时30分许，常宁市委、市政府召
开防汛紧急调度会， 专门听取水文局的意
见和建议，施冬奇预测7月3日上午8时许，
湘江常宁段的水位将达50米左右，将超历
史最高水位。

“这次湘江洪峰水位到底能上涨多
少？” 刘达祥连问3遍。“我们预测洪峰水位
不超过50.30米。”施冬奇胸有成竹。

果不其然，当天14时许，湘江常宁段
最高洪峰水位达50.23米。

“在这次湘江超历史最高洪水的防汛
抗灾工作中， 常宁市水文工作者准确预测
预报雨水情， 做到测得到、 顶得住、 报得
出。”刘达祥赞赏说，当好了防汛抗灾的“耳
目”。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周敏 记者
徐典波）7月8日晚，汨罗市白塘镇磊石垸长山
防汛大堤高台段， 一位皮肤黝黑的小伙右手
持竹棍、左手拿手电筒、臂上戴巡逻袖章，走
得慢，看得细，正认真巡查，特别引人注意。
“他是回乡探亲上防汛一线的士官涂旺。”白

塘镇高台村党支部书记彭云飞赞赏有加，“他
吃苦耐劳，还立了功，让我们佩服又感动。”

涂旺老家在离磊石垸40公里远的新市
镇，3年前参军入伍，在新疆当义务兵，因表现
好留在部队， 如今是一名士官。10多天前，他
请假回家探亲。“大暴雨下了两天， 江水猛

涨。”涂旺回忆，4日上午磊石垸的防汛形势越
来越严峻，他坐不住了，主动请缨。镇干部将
他派到长山大堤高台段值守。

6日凌晨2时，涂旺在巡查中，发现一处堤
脚洼地渗着浊水。 涂旺和巡查员眼见形势不
对， 立即报告险情。30名抢险队员火速集结，
挖机开沟，涂旺和队员们装砂袋、砌围堰、填
砂导浸，1个多小时后，险情得到控制。涂旺很
自豪：“参加防汛是我这个战士应尽的责任。”

通讯员 杨剑 胡永昌 石渊智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7月7日， 一位刘姓女士拿着一张大红
的感谢信来到辰溪县卫计局， 握着该局监
察室主任钟鸣的手连声道谢：“感谢你们那
天帮助我的弟媳，她们母女平安，孩子六斤
三两，很健康。”

事情还要从7月2日说起。 那天凌晨1
时左右，辰溪县卫计局监察室主任钟鸣正
在县城中心市场一带值守抗洪，负责维持
附近的秩序。突然，一位30多岁的女子神
色慌张地从他身边走过，并不断地拨打电
话。出于关心，钟鸣急忙上前询问。女士说
自己姓刘，并焦急地告诉他：“我弟媳郑明
怀孕快要生了，现被困在中心市场附近的
一栋楼房里，一楼已经全部被淹了，水深
有4米多， 无法进出，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

看着惊慌失措的刘女士， 钟鸣立即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请救护车马上到
现场救人。 凭着多年的医务工作经验，
他还仔细叮嘱医院那边做好准备工作。
随后，他又叫来几位正在附近值守的同

事，准备联系一艘皮艇和刘女士一起去
救人。

这时，正好有一艘渔船从不远处驶来。
钟鸣马上大声呼救。船主立马划了过来，一
听是要去救即将临盆的孕妇， 船主把手一
伸：“快上船，救人要紧！”

没多久，在刘女士的指引下，钟鸣和
船主找到了郑明所在的楼房。由于楼房
被洪水淹没， 不能从正门进入， 他们只
能从二楼的窗户展开营救。在与郑明的
家人沟通后， 家人将其用床单绑好后，
从窗户慢慢放下，钟鸣和刘女士等人在
下面接应。 合力营救下， 郑明被平安接
上船。

船一靠岸，钟鸣又和现场等候的医务
人员，一起将郑明抬上救护车。刘女士回
头给船主运费， 船主立马拒绝：“救人要
紧， 不用给钱， 你们快把孕妇送去医院
吧!”

当救护车把郑明送到县人民医院的电
梯口时，小孩的头已经出来了。医生说，再
晚来10分钟， 郑明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
凌晨2时10分，郑明顺利产下一名女婴，母
女平安。

筑起一道坚固堤坝
———益阳基层党员干部抗洪抢险一线群像素描

7月9日下午，在洞庭湖华容县注滋口镇新发段一线防洪大堤，防汛抢险队员正冒雨对湖堤迎风面进行砂卵石袋填压抢护。当天，洞庭湖堤段
刮起了5至6级大风，高水位加上大风大浪，使堤脚出现多处隐患。当地政府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出动110多名抢险突击队员，紧急抢运砂卵石
对大堤进行填压阻浪，确保了大堤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巍伟 摄影报道

抗洪战场党旗飘扬
———长沙市雨花区党员抗洪侧记

当好防汛抗灾“耳目”
———记常宁市水文局副局长施冬奇

“感谢你们，母女平安，孩子很健康”

迎风斗浪保大堤

汨罗探亲士官防汛一线“立功”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袁晓晖）7月7日，新化县游家镇游家村村民老
李办理了出院手续。至此，该县因灾受伤群众
全部康复出院。 在特大洪灾中， 新化县共有
25.7万人受灾，紧急转移13万多人。由于准备
充分、处置得当，该县除54人受轻伤外，无一
死亡、重伤情况。

早在汛期来临前， 新化就发布了关于做
好城区防汛抢险工作的“动员令”，提前做好

人员疏散预案和前期动员； 在紧急撤离中，
1800余名干部配合乡镇、 社区挨家挨户组织
疏散，并安排城区学校作为群众临时安置点，
提供医疗、餐饮、休息等配套服务；县委县政
府先后7次召开紧急会议会商汛情，发布预报
预警信息1.28万条， 让群众及时了解汛情，提
前防范。

新化县建立部门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卫
计部门成立60人的救护连和防化连， 做到人

员疏散到哪里，医疗服务到哪里；洪水退到哪
里，防疫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交通、城管、水
利、国土、电力等部门快速反应，抢通水毁路
段、处置塌陷灾害、值守危险区域、提前预警
预报，有效降低了灾害影响。广泛发动志愿者
协会、蓝天救援筹备队、义工协会以及商业、
建筑等行业协会加入到人员疏散和抢险救援
中来，实现上下联动、全民参与。

同时，成立防汛督察组，出台最严防汛纪
律， 严格督察各责任单位到岗到位、 值班值
守、物资储备等工作，对履职不到位、玩忽职
守、行动迟缓的单位和个人予以严厉追责。

新化54名因灾受伤群众全部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