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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欧阳小鸿 湘男

在连日来的抗洪抢险中，一个“最美孕妇”身
先士卒、 坚守岗位的事迹， 在隆回县北部山区传
颂。她，就是怀孕8个多月的羊古坳镇镇长罗小艳。
虽然分娩在即，但她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日夜奋战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誉。

6月29日以来，羊古坳镇连降大到暴雨，汛
情严重。罗小艳在第一时间得到各村上报的汛
情后，迅速下达防汛指令。6月29日，接到雷峰
村主任刘斌报告山体滑坡阻塞公路的电话，罗
小艳立即组织挖机和铲车， 设置警示标志，利
用“村村响”广播提醒过往车辆行人绕道而行，

用最快速度将公路疏通。当她得知刘家排村地
质灾害泥石流严重的消息时，马上安排该镇副
镇长刘期友和国土所同志现场察看，并将群众
在天黑之前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水库和地质灾害点巡查是汛期一项工作。
镇党委书记米成柱及班子成员考虑到罗小艳
怀有身孕， 不让她去水库及地质灾害点巡查，
就在镇里指挥调度。可她放心不下，也担心大
家忙不过来，坚持自己亲自上阵。

6月30日清晨，大雨滂沱。上午8点半，罗小
艳带领镇人大主席、水务站站长等人立刻赶往
白山口水库，现场了解水位上升情况。和村干
部们一起在风雨中坚守到中午时分，又马不停
蹄去了中团水库和几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点。

夜幕降临时，滴水未进的罗小艳挺着大肚
子，自己撑着雨伞、迎着大雨，艰难地行走在泥
泞的山路上。 由于身怀六甲且连日没吃饱睡
好，她突然一阵眩晕，跌倒在地。不曾想动了胎
气，孩子在腹中不安地乱踢。罗小艳无力站起，
全身湿透。同事们赶紧过来扶起她。

7月1日下午， 隆回县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
应。晩上，罗小艳在副镇长匡立志等人的陪同下，
冒着暴雨连夜赶往锣鼓石水库查看汛情。因为临
近预产期，腹部下坠，双腿沉重，她喘着粗气，呼
吸困难。陪同工作人员实在不忍，建议罗小艳先
回镇里休息，但她坚持深夜值守，直到凌晨5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罗小艳等人的示
范下，羊古坳镇全体镇村干部带领群众同心协
力，打赢了这场抗洪抢险的战役，保护了美丽
的家园。洪灾过后，罗小艳没有停歇，又在灾后
重建第一线奔忙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快讯：39.51米！湘江长沙段洪峰水
位”，7月3日零时12分， 湘江长沙段洪峰
水位达39.51米，几分钟后，新湖南客户端
最快最准发布了这一信息。

此次抗洪救灾报道中，以“新湖南”、华
声在线、芒果TV、红网、时刻新闻及众多微
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走上主战场，发
挥了生力军作用。 新媒体成为公众了解信
息的第一媒体，其天然的传播优势，打破时
空场景，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传播局限。

移动端上，一条条消息，第一时间把
汛情、灾情、险情告诉读者，省委的声音、
感人的故事也通过新媒体的传播，鼓舞了
抗洪将士的士气。

传播正能量 ， 讲好湖南
抗洪故事

6月下旬，天降暴雨，洪水猛涨，新媒
体闻“汛”而动。

湖南日报社旗下的新湖南客户端及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矩阵，第一时间发布
中央对湖南防汛形势的关注以及省委、省
政府部署救灾的动态。 从6月24日起，先
后刊发了《省委书记省长紧急召开防汛会
商会 部署防汛抗灾各项工作》《汛情升级
杜家毫许达哲等省领导再次强调这些要
求》等数十篇稿件，用直观的图文报道直
接呈现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科学调度、靠
前指挥、果断施策、精准发力，为全面夺取
防汛抗灾战役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报
道视角更多关注直抵人心的故事，更多关
注凡人善事。《孤岛坚守百小时》《洪水来
临，新邵“牛皮糖”干部挽救一家六口》等
报道切中社会共情点、共鸣点、共振点。

“新湖南”的报道、图片及生活、交通
服务性内容先后被人民网、新华网、央视
网等多家央媒新媒体转载。湖南抗洪正能
量系列报道《历史将铭记这个夏天》《标注
的，不仅是洪水新高度》《洪流中,挺起不
屈的脊梁》被上百家新闻网站全文转发，
湖南日报新媒体群推特号以多图形式向
世界传播湖南抗洪正能量，引发国外读者
和海外侨胞极大的关注，每条仅转发量就
有上百，点击量上万。

华声在线突出抗洪抢险救灾中的典
型人物与正能量群体报道，推出《雷锋家
乡抗洪：冲锋舟上的生死救援，一个也不
能少!》《昨夜今晨， 让我们一起致敬那些
坚守江堤的人们》等报道，制作H5《抗洪
现场，我在》，传播抗洪救灾过程中出现的
正能量人物与故事。

红网精准捕捉凡人故事、平民英雄，
大力宣传党员干部在抗洪救灾中发挥的
模范带头作用和广大群众抢险救灾的英
雄事迹。 如《爱笑的崀山姑娘防汛殉职
青春永远定格在29岁》《长沙一58岁市政
工作人员今晨在抗洪一线晕倒抢救无效
离世》等报道，为防汛抗灾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

快捷高效， 实时提供信息
和服务

移动新媒体的优势，就是方便、快捷。
全省新媒体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及时为人
民群众传递信息、提供服务。

此次灾情涉及面积广， 全省共计有
60多个县市遭遇了强降雨， 新媒体突破
传统媒体的内容组织机制，“新湖南”首次
开启了长沙、岳阳、邵阳、怀化、湘潭、娄
底、永州、益阳、常德等9个市州频道直
播模式。其中，长沙频道“直播洪峰过长
沙”点击量超过60万。直播，让读者第一
时间充分感受到现场救援环境的艰险
和救援队伍的力量。

省防指主办的“湖南防汛抗旱”微信
公众号，及时发布全省雨水情、省防指工
作部署以及抗洪救灾一线感人事迹。其中
《防汛救灾中的湖南记忆》《一线直击———
感受湖南力量》， 用图片形式定格抗洪救
灾过程中的感人瞬间，展示了湖湘抗洪精
神，传递了正能量，均被国家防办推荐给
中宣部在全网推送。

7月3日下午，一架直升机从长沙河西
金星北路缓缓上升，搭乘在机内的三湘都
市报记者用镜头俯拍湘江实时水情，进行
网络直播。三湘都市报直播团队从7月1日
开始，7天内连续做了11场网络直播，实
时传递网友最关心的受灾情况。直播吸引
了众多网友围观，《直升机航拍湘江长沙
段》就吸引了14.7万人观看。

7月1日，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Ⅱ
级， 芒果TV同步直播湖南卫视抗洪救灾
特别报道《湖南迎战暴雨洪峰》，第一时间
播报汛情险情，直击抗洪抢险一线和救援
队伍开展的救灾工作，用震撼人心、感人
至深的现场镜头，汇聚了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的强大正能量。

各个新媒体还以公众的需求为主要
导向，全面拓宽、加深、延展媒体的新闻内
容，从而实现媒体内容服务的功能。“新湖
南”在滚动栏目“防汛服务”中，提供的信
息不只是新闻信息， 还有与个人衣食住
行、与防汛报道所相关的一切有价值的信
息。从7月2日栏目开通以来，共刊发《长沙
南站高铁列车全部恢复正常开行》《长沙
地铁2号线全线基本正常》等报道1000多
篇，实现了全媒体公共服务的职能。

潇湘晨报新媒体平台连续几天24小
时运转，其微博“湖南为每位居民购买大
灾保险， 可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险”
阅读量超过百万，人民日报官微亦进行了
转发。

及时发声，引导舆论凝聚力量
这是一个信息满天飞的时代。 尤其遇

到大事、紧急事件，繁多的信息让人应接不
暇、难辨真伪。面对洪水肆虐，新媒体及时
发声，有效引导了舆论，凝聚起力量。

“湘伴”微信公众号，推出《湖南省领导
兵分多路紧急奔赴防汛抗灾一线！ 风里雨
里，我们在一起！》《防汛抗灾要科学决策精
准发力》等原创或独家整合文章，第一时间
发出权威、全面、快速，有情怀、有价值的声
音， 在信息满天飞的传播态势下起到了很
好的舆论引导作用，彰显了责任和担当。

在这次防汛抗灾过程中，谣言成了朋
友圈“最大的洪水”，各新媒体主动打响对
网络谣言的阻击战。“新湖南”刊登了《一
个周末， 四条谣言， 把老百姓都搞醉哒》
《安江妇女抱小孩拍洪水，小孩掉水里》等
多条辟谣稿件，对打击网络谣言，端正视
听和引导正确舆论具有核心意义。红网和
时刻新闻也开设了《抗洪救灾辟谣专区》，
第一时间公布真相、澄清谣言，清朗了网
络空间，稳定了人心，维护了湖南抗洪抢
险工作的有序开展。

华声在线组织评论员积极引导舆论
风向，推出《全力以赴夺取防汛抗灾全面
胜利》《谣言的“洪峰”来了，我们要筑牢

“堤坝”》等34篇原创评论，充分体现党媒
在重大事件中的影响力。

红网集团也连续推出抗洪救灾系列
“红评”30多篇，从凝聚抗洪力量、提振抗
洪信心、宣传英雄事迹等多个角度组织发
布评论文章，为迎战洪灾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江业成

6月下旬以来，湖南遭遇强降雨袭击，平均
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大多数河流超过历史最
高水位， 造成全省14个市州115个县市1223.8
万人受灾，转移安置162.1万人，倒塌房屋5.3万
间，直接经济损失381.5亿元。洪灾猛于虎，责
任重于山。面对严峻的雨情、灾情、汛情、险情，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安
危放在最高位置，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政治任务，作为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
最大实践，紧急行动、全力以赴，在洪峰浪尖践
行合格标准、赓续红色传统，带领人民群众取
得了防汛抗灾的阶段性胜利。

责任担当，关键少数的最好“示范”
抗洪救灾，十万火急。关键时刻，关键少数

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把责任扛在肩上，始终站
在抗洪救灾最前沿，用行动发出号召、作出示
范。

6月23日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雨情汛情灾
情，科学决策、防患未然；随后，根据汛情发展，
多次召开常委会、会商会、调度会，加强统一领
导和科学调度，奔赴一线亲自指挥，要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严防死守、众志成城，坚决打赢防汛
抢险这场硬仗。

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
群众最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省委、
省政府领导同志按照统一部署，在最短时间内
赶赴抗洪一线，坐镇指挥，与当地党员群众并
肩作战。受灾区域的市、县、乡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全部到岗值班，取消休假，全力以赴投入
抗洪救灾。 长沙市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24
小时值班制度，不分昼夜值守巡查。永州市、
县两级领导全部下沉到村组一线督战指挥。
怀化市主要领导分片包干， 指挥并组织提前
紧急转移群众29.34万人。岳阳、常德、益阳等
地全面推行县市区领导包堤垸、 县直部门负
责人包乡镇、乡镇负责人包村的防汛责任制，
把防汛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程、
每一处险工险段。湘潭、衡阳、郴州、邵阳等地
成立督查小组深入灾区， 对党员领导干部落
实责任情况严督实查。 益阳市委组织部专门

派出3个督导组分赴县市区， 在抢险救灾一线
考察和识别干部。

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的最强
“标识”

汛情就是命令，灾情就是考场。各级党组
织临危不乱， 带领广大党员群众扎“硬寨”打

“硬仗”，洪水冲向哪里，就把堡垒筑在哪里、战
斗打响在哪里。

省委组织部及时下发通知，向全省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出抗洪救灾紧急动员令，从
代省委管理的党费中紧急划拨1500万元用于
补助基层一线抗洪救灾。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做好党组
织和党员的组织动员工作。各级党组织特别是
受灾地区的7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在最短时间集
结起来、行动起来，组建了6万多支党员抗洪先
锋队、突击队，设置了2万多个党员责任岗，真
正成为了灾区群众的“主心骨”“顶梁柱”，有群
众动情地说：“党组织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6月30日，平江县降雨量达236毫米，创历
史新高， 5个山区乡镇30个村的通讯、 交通、
供水全部中断，成为“孤岛”。在与上级党组织
完全失联的情况下， 这些地方的党组织不等
不慌不乱，果断开展自救，及时转移群众3.2
万人、救出被困人员8000多人。南县在防汛大
堤建立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近100个，分片负
责，签下责任状。绥宁县山坪村洪水暴涨、山
体滑坡， 村党支部组织40多名党员庄严承诺

“转移群众，一个也不落下”，大车进不来，党
员干部就用摩托车把500多名村民一一送下
山。泸溪县洪灾共引发公路塌方704处、损毁
涵洞81个， 县交通局党支部迅速组织60人的
应急抢险队伍， 连续4天4夜， 坚守在险情一
线。 湘阴县各基层党组织成立115支党员突击
队驻守在防汛一线，主动认领“党员示范岗”，
立下“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铿锵誓
言。岳阳“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24小时值班
备勤，通宵抢修排障，在大堤上架起了一条条
临时照明线路。

在抗洪大堤上，长沙、岳阳、常德等地对防
汛救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基层党组织集中授
旗，一些党组织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党
徽闪耀、党旗猎猎，红色成为风雨中最为亮丽
温暖的色调。

冲锋在前，共产党员的最大“特质”
洪水滔滔，生死抉择。全省受灾地区的80

多万名党员冲在一线、连续作战，不怕牺牲、奋
勇抗灾，用血肉之躯在滔滔洪水中筑起了一道
道冲不垮的红色堤坝。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沅江市南嘴镇目平湖大堤上，沅江市委常
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雷越毅带领6名新党员在
大堤宣誓，随后投入24小时巡逻查险。6月30日
凌晨，桃江县鲊埠回族乡鲊埠社区一户人家被
困二楼，3名党员紧急救援，一到现场，就跳入
水中搭起“人梯”，让被困人员踩着他们的肩膀
安全转移。

今年是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之年，一
批新当选的党员干部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
了骨干作用。长沙县黄兴镇仙人市村浏阳河段
出现管涌险情， 几次尝试用木板封堵无效后，
村支部书记刘兵指挥大伙将自己赖以养家糊
口的皮卡车推向管涌处。洞口县花古街道办事
处田家村党支部书记向章伟在湍急的河流上，
冒着生命危险驾着小渔船， 挨家挨户上门搜
救，成功转移16名群众。平江县梅仙镇小源村
党支部书记黄文虎带着村民在防汛救灾一线
连续奋战， 自家价值120万元的木材却被洪水
冲得一根不剩。

洪水当前，党员不分年龄、不论男女，一大
批“银发族”、“女汉子”活跃在抗洪救灾一线。7
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岳阳市云溪区牌楼村4
名60岁以上的老党员主动请缨， 回家探亲的
90后党员罗钢深受感染，毅然决定留下，同老
党员一起加入防汛巡堤队伍。7月2日凌晨，长
沙市岳麓区含浦街道芝字港村，雨水就要漫过
堤垸的危急时刻，已经连续坚守20多个小时的
70多岁的老党员李希强毫不犹豫地带头跳入
水中。 当被问及这么大的年龄怕不怕危险时，
他淡淡地说：“冲锋在前，是党员的特质”。溆浦
县大江口镇，5名女党员组成小分队，迈进浸过
膝盖的河流，一户一户动员群众转移。岳阳屈
原管理区天问街道65岁的女党员刘建新主动
随同抢险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亲切地
称为“党员大婶”。

大灾不惧，大难不屈。全省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不忘初心、坚毅前行，在三湘大地防汛抗
洪一线向人民交出了一份“两学一做”的合格
答卷。

高扬红色旗帜 筑牢红色堤坝

在洪峰浪尖向人民交出
“两学一做”合格答卷

———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防汛抗灾纪实

走上主战场
成为生力军

———全省网络新媒体积极投身抗洪救灾报道

“最美孕妇”的坚守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李传新）为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湖南省
食药监局日前发布消费警示，提醒灾区注意食
品安全。

正值高温季节，水灾之后更易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湖南省食药监局提请灾区市民不吃腐

败变质或被洪水、雨水浸泡过的食品；不吃淹
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食物存放要注意防
潮、防霉、防鼠，应避免食物直接放置于地面 ,
可用搁板垫高防潮;食物应煮熟煮透，生熟食
品分开盛放；高温天气食物易腐败变质，不要
吃变味、发粘、发霉等变质食物。不喝生水，不

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必要时购买
瓶（桶）装饮用水；装水器具应干净，并经常倒
空清洗；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
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
剂擦拭消毒； 及时清除室内外淤泥、 垃圾、积
水、杂物，防止蚊蝇孳生。消费者要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尽量避免参加大型聚餐活动，出现恶
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要及时
就诊；在消费过程中如发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投诉举报电话12331。

湖南省食药监局发布消费警示———

高温季节，灾区注意食品安全

抢修
7月10日， 保靖县清

水坪镇黄连村， 党员在忙
着抢修自来水管道。 当地
近期普降大到暴雨， 引发
山洪、泥石流，部分村寨人
畜饮水安全工程受损。连
日来， 党员和群众积极抢
修受损管网。目前，绝大多
数受灾村庄已恢复供水。
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 � � � 7月2日深夜，新湖南客户端记者黄晓辉（左一）在湘阴县沙田垸大堤抗洪一线
采访。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