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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汛抗灾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唐星波）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部
分国省道交通受阻较为严重。 省公路管理
局今日发布，全省公路部门正争分夺秒、全
力抢险保畅。截至9日16时，全省24条国省
道的44处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在永州，受连续暴雨影响，双牌县境内
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国道G207线多
处路段交通中断。永州市公路局、双牌县公
路局迅速组织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经
9小时奋力抢险， 目前除个别水毁严重路段

实施半幅通行外，其他路段畅通。
在郴州，安仁县境内国省道、县道等受水

毁损失严重。安仁县公路局出动抢险人员210
人次， 清除公路塌方56处， 排除交通险情33
处。目前，安仁县境内的国省道均已恢复通行。

截至9日16时， 全省24条国省道的44
处路段已抢通并恢复通行。 由于部分地区
降雨仍在继续，给抢险带来一定困难，全省
仍有株洲境内的S336线、S333线、S535线、
S207线、G106线等5条国省道的12处路段
正在抢通中。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陈诚）根据水文预报和汛情发展趋势，长沙
市防指决定，自7月9日12时起，长沙县、望城
区、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
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浏阳市、宁乡
市仍维持IV级响应。

7月9日18时，湘江长沙站水位36.80米，超
警戒水位0.8米， 并以每小时约0.12米的速度
上涨。长沙水文部门初步预测，湘江长沙站将
于10日18时出现洪峰， 洪峰流量2.5万立方米
每秒左右，水位38.5米到39.0米，超保证水位
0.5米左右，为湘江干流今年来最大洪水过程。

长沙市防指要求，各区（县、市）和相关
部门、水利工程管理（涉水）单位防汛责任
人， 要严格按照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要求，切
实做好干支流洪水防范工作。各级涉水单位
要加强对巡堤查险、泵站运行以及江心洲岛
人员转移等工作进行督查。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戴鹏）“水
漫进家门了，起身起身，赶紧走！”7月9日凌
晨4时，距离株洲市石峰区下河街一线临洪
大堤不远的白石港社区低洼处， 大部分居
民家开始进水， 这些居民被前来救援的干
部连夜紧急转移。

当天，株洲市多地遭受洪灾。水利部、
省水利厅工作组深入该市攸县、 茶陵县等
地，指导灾害防御工作。

7月8日8时至9日8时，株洲市共有227
个水文站降雨，其中降雨100毫米至200毫
米的站有93个、200毫米以上站3个。 最大
降雨为株洲县龙潭站263.9毫米。

9日凌晨， 株洲市主要领导先后来到市
气象局、市水利局，详细了解气象预报及防
汛应急响应等方面情况，并视频连线受灾严
重的茶陵县、攸县，详细了解灾情、处险避
险、受灾群众安置及生产生活情况，要求24
小时值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日上午7时30分，湘江株洲段水位达
到41.23米，超警戒水位1.23米；株洲市境
内渌江大西滩水位达到53.94米，超保证水
位1.43米。10时， 醴陵市启动防汛Ⅰ级响
应。随后，株洲市防指决定自11时起，全市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暴雨肆虐，造成株洲多地受灾。茶陵、攸
县、醴陵等强降雨区域中小河流出现多处护
岸崩塌、山塘毁损、电排水泵冲毁；酒埠江罐
区北干渠醴陵船湾段出现2处滑坡， 茶陵茶
安罐区多处渠道损毁； 天元区三门镇5口山
塘出现滑坡、塘基渗水塌陷等险情。

灾害面前，株洲市紧急调度，加大力度
全面做好各项防汛抗灾工作， 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有干净水喝、
有病能及时医治。 株洲市县两级防指还组
织协调航空救援，9日15时，湖南航空消防
救援大队和翔为通航前往醴陵市嘉树镇，
救出被洪水困住的群众约350人。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蒋睿 见习
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李涛 田祥 朱亚军）今
天18时，湘江湘潭段水位达40.17米，超警
戒水位2.17米，超保证水位0.67米。目前水
位仍在上涨， 预计10日5时将达41.8米，接
近历史最高水位41.95米。该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已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Ⅳ级提升至Ⅲ
级。

今天上午， 湘潭县易俗河镇湘江和涓
水汇合处挂嘴洲超过警戒水位， 附近400
多名群众被困。县人武部接到险情通报后，
紧急组织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共36人，出
动冲锋舟帮助转移群众，经过近6小时连续
奋战，将受困群众成功转移。

雨湖区人武部出动民兵轻舟分队骨干
20人、冲锋舟6艘赴杨梅洲，执行人员和物
资转运工作，成功转移群众100余人。

自接到洪水红色预警信息后， 湘潭市
应急消防部门共抽调熟悉水性的50名精
干力量，组建6支抗洪抢险突击分队，调配3
辆后勤保障车、4艘船以及500余件 (套)救
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用于救援。至今天15时，
共接到抗洪抢险警情3起， 营救被困群众
107人。

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表示， 将立足于
防大汛、抗大灾、打大仗、打恶仗，进一步做
好值班值守工作，形成严密巡防体系，打好
这场防汛攻坚战、决胜战。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李佳攀

受强降雨影响，邵阳县城老城区受涝严
重。7月9日上午，该县消防大队在老城区转移
群众时接到求救电话，县城邵新街粮站家属
楼有老人被洪水困在家中，情况危急。消防队
员立即冒雨驾着皮划艇，冲入洪流中。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发现， 被困老人处
于积水漩流最严重的区域， 相距约300米，
水流湍急，水下情况不明。消防队员奋力划
着皮划艇，向被困老人靠近，并沿街大声喊
话，搜寻其他被困人员。

在居民狭小院落内， 消防队员凭着丰
富经验，小心寻找最佳停靠位置。经10多分
钟努力，终于接近被困老人。消防队员跨入
楼道内， 将等候救援的两位老人小心背上
皮划艇。 皮划艇刚驶出楼， 一位老人突然
说， 在另一户居民家还有小孩和大人没出
来。消防队员立即折返，经过奋力抢救，将
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随后， 消防人员持续投入紧张的救援
中。奋战6小时，至下午3时，消防队员在老
城水淹区共救出被困群众16名， 安全疏散
群众200余名。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银燕

7月9日下午3时， 湘江水位持续上涨，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滨洲新村的兴
马洲是一座江心岛，被洪水围洲。见洪水持
续上涨，区委、区政府决定把洲上的400多
名老人、孩子马上转移走。

一场大转移在兴马洲上演。
南托街道农办工作人员张静与滨洲新

村5组妇女组长、党员志愿者李应军负责10
名小孩、14名老人转移。 几个人一圈走下
来， 工作基本做通了。“今年的群众工作比
起前年来好做多了，基本上一说就通，都很
配合。” 李应军对记者说。

“政府为我们百姓的安危着想，还给我们
安排了安置点，我们肯定要积极配合。”虽然
带着一个1岁多、一个3岁多的孙女，还要拿一
大堆东西，村民谢芝莲还是积极配合转移，收
拾了一大箱子东西后，来到渡口准备过河。

滨洲新村党总支第三党小组组长李磊
既负责做群众思想工作， 又负责接送转移
人员，还是抗洪抢险突击队员，一下午马不
停蹄，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退役军人、党员宋狄把私家车开过来，
来来回回接送转移人员，他路况熟悉、车技
又好，不一会就接送了20多人到渡口。

下午4时30分， 第一批转移人员登船，
陪同他们登船的还有一批穿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他们或搀扶老人、或抱小孩、或帮着
提东西，声音温和，热情周到。

“考虑到老年人行动不方便，我们召集
了60多位志愿者前来为他们服务。”南托街
道办事处主任雷杰淋告诉记者。

天心区区长黄滔此时也穿着雨鞋来到
了洲上。“有多少人需要转移， 遇到什么困
难没？”一下轮渡，黄滔就询问情况，步履匆
匆查看水情。

晚上7时，兴马洲水位达38.32米，最后一
批60岁以上老人、12岁以下小孩完成了转移。

晚上8时，兴马洲水位上涨速度有所下
降。“今晚肯定是一个无眠夜。” 雷杰淋说，
“我们将安排专人24小时巡堤，成立应急抢
险队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明天下午6
时湘江洪峰过境。”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刘法兰 粟旦

7月8日23时许， 溆浦县龙潭镇竹园村党
支部书记张良仁穿上雨衣，打着手电出了门，
消失在大雨中。

持续20多个小时强降雨，让竹园村“淋”
得够呛。该村10组一个山坡下，住着20户村
民。这里是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张良仁放心
不下住在这里的村民。

“报告指挥部，竹园村10组地质灾害隐患
点山体出现裂缝，并有持续变大趋势，村民需
要转移，请求紧急救援……”23时20分，仔细检
查完隐患点， 张良仁迅速将情况向镇防指报
告。

接到报告， 龙潭镇党委书记姜立刚马上
部署。20余名干部冒雨赶往竹园村10组，开
展群众转移工作。

“吴老，快开门，你家屋后山坡出现了裂缝，
请迅速跟我们转移……”7月9日零时10分，一
阵紧急的敲门声敲醒了早已睡下的吴巡传一
家。

门打开后，70多岁的吴巡传脸色苍白，浑
身发抖。经了解，吴巡传有病在身，外头下着
大雨，出行不方便，本想拖过晚上，天亮再去
医院。救援组当即安排一个小分队，将吴巡传
紧急送往医院。 剩下的镇村干部继续逐户动
员，组织群众转移。

出村公路被淹， 转移工作变得十分艰难。
“撑好伞，注意防滑，别摔倒了。”现场转移组组
长、 镇政协联工委主任粟升富一边指挥村民有
序撤离，一边扯着嗓子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他自
己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水里， 大半个身子早湿
透了。

转移工作一直持续到9日凌晨2时多。
在龙潭镇大华党校安置点， 姜立刚安排

后勤组早已备好了床铺、饮用水及食品，13名
村民住了进来， 其余村民住进了亲友家。“下
了一整天的雨，我都不敢睡。多亏你们来了，
现在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在安置点床铺上，
10组村民、74岁的向莹清老人放下了心里的
石头。

雨夜漫漫，安顿好村民，镇村干部回到岗
位，继续值班值守……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
7月6日至9日， 衡阳市大部分地区降大暴
雨，部分地方降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和上游
来水影响，全市河流水位全线暴涨。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中午12时，将防汛应急
响应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其中衡东县启动
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9日，全市156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群众35万人，农
作物受灾24995公顷， 房屋倒塌479间，发
生城镇内涝76处。

面对灾情，衡阳市各级各部门紧急行动，
全力组织抢险救灾。 市委书记郑建新与市委
副书记、 市长邓群策先后对全市防汛抗洪工
作进行部署， 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深入一
线调度指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目前，
全市联点的市领导已分赴各县（市、区）以及
中型水库现场指导抗洪抢险工作。 市防指已

派出5个督查组，深入石鼓、常宁、耒阳、衡东
等县（市、区）指导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7月8日凌晨4时， 衡东县甘溪电站大
坝上游一艘采砂船失控，撞击大坝3号弧形
闸门，船下沉冲入下游河堤。衡东县委、县
政府领导迅速指挥抢险， 目前对大坝运行
基本无影响。7月8日，石鼓区黄沙湾街道雁
栖湖发生内涝，该市迅速组织人员，对雁栖
湖进行排涝，并紧急调派2台大功率抽水泵
车、10名工作人员支援雁栖湖。

7月6日以来，衡阳市各县（市、区）主动
作为，迅速行动，全力组织人员转移。至7月
9日8时，全市共组织转移群众2万余人。

衡阳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将进一
步压实防汛抗洪各项工作责任， 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表率作用，以上率下带动“全民防汛”，
守住全市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定
的底线，坚决打赢应对强降雨攻坚战。

湘江干流将现今年来最大洪水过程
全省公路系统全力抢险保畅

抢通24条国省道44处路段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
株洲奋战洪魔卫家园

湘潭市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湘江湘潭段超警戒水位

坚决打赢应对强降雨攻坚战
衡阳以上率下带动“全民防汛”

兴马洲大转移

洪水中闪现
消防队员身影

“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7月9日，长沙市橘子洲景区环洲亲水平台已被江水淹没。当天20时，湘江长沙站水位上涨
至37.06米，超警戒水位1.06米。 傅聪 李健 摄影报道

7月9日下午，
湘潭市雨湖区沿江
西路， 蓝天救援队
员和医务人员在救
援一名行动不便的
受灾群众。

李健 李南曦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
讯员 季海潮 何梓源 杨韬）连日来，湘中
及以南地区发生了入汛以来最强一轮降
雨，造成省内多地出现洪涝灾情。武警湖南
省总队迅速启动抗洪抢险应急机制， 数百
名官兵多路赶赴郴州、株洲、衡阳、邵阳等
地抗击洪涝灾害。

7月6日，强降雨袭击湘南大地，郴州市
安仁县最大降雨量达65.1毫米。8日早晨，
安仁县汛情又起，武警郴州支队官兵，携带
救援绳、 救生衣11套和2艘冲锋舟赶赴灾
害现场，共转移学生100余人、受灾群众32
人，物资财产10万余元。

7月9日凌晨2时，攸县连降大雨，渌田
镇、江桥街道、联星街道共14个村灾情严
重，受灾群众6300多人，被淹农田6000多
亩，受灾房屋1500多栋。武警株洲支队连
夜出动75名兵力、冲锋舟6艘，携带抗洪抢
险器材。在持续的强降雨中，株洲支队抢险
官兵们连续昼夜作战11个小时，转移受灾

群众400余人，分发物资400余件。至当晚，
官兵们仍在抢险救援一线奋战。

7月9日， 大雨致邵阳市新邵县城洪水
倒灌，多处内涝。武警邵阳市支队31名官兵
兵分两路展开救援， 与新邵消防救援大队
救援人员一起逐户搜救转移被困群众，一
名还有4天就到预产期的二胎孕妇陈富云
和孩子被武警官兵顺利解救。截至目前，救
援行动仍在继续。

7月6日至9日， 衡东县因持续强降
雨， 杨梓坪村2000多户、 共8000多人被
困， 轻草湖和杨梓坪24组出现2处溃堤，
灾情较为严重。 武警衡阳支队紧急出动
44名官兵进行救援。截至目前，救援官兵
共转移受灾群众200余人，抢救重要物资
30余批次。

为应对可能进一步扩大的灾情， 该总
队正紧急调拨灾害地域附近支队的数十艘
冲锋舟支援灾害现场， 并组织机动支队近
千名官兵在营区待命，随时准备奔赴一线。

武警官兵多路奋进抗击洪水

7月9日晚，攸
县莲塘坳镇沿龙
村，武警株洲市支
队官兵和当地干
群出动冲锋舟转
移被洪水围困的
群众。 截至20时
许，官兵昼夜连续
作战18个小时，转
移受灾群众300余
人。

郭立亮 聂罗衡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刘勇）7月6日
8时至9日20时， 湘中及以南地区发生了今
年入汛以来最强一轮降雨，全省平均降雨量
为94.1毫米，最大为株洲市233.9毫米，其次
为衡阳市222.1毫米。 全省100毫米、200毫
米、300毫米以上暴雨笼罩面积分别为8.3
万、2.7万、0.5万平方公里。

受6日以来强降雨影响，沅水、资水、湘
江干支流水位均有不同程度上涨， 其中湘
江、资水干支流涨幅较大。目前湘江干流长
沙以上约900公里河段、资水干流邵阳市洞
口县黄桥镇至娄底市新化县城约300公里

河段全线超警戒，其中，湘江干流衡阳市区
至株洲市区约247公里河段、 资水干流上游
邵阳县塘渡口镇罗家庙站至新邵县筱溪电
站河段约80公里超保证水位。

本轮强降雨共造成长沙、株洲、怀化、永
州、衡阳、郴州、邵阳、娄底、湘潭等9个市49
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 其中衡阳市常宁
市、衡东县，邵阳市绥宁县，株洲市攸县、茶
陵县、醴陵市灾情最重。

省水文局预报，湘江干流控制站湘潭站
将于10日11时出现41.5米洪峰水位（超保证
水位2.0米，接近历史最高水位41.95米），相

应流量26000立方米每秒（超历史最大流量
20800立方米每秒）； 长沙站将于10日14时
出现38.5米洪峰水位（超保证水位0.13米）。

9日，省防指两次召开防汛专题会议，调
度相关地区抗洪抢险工作。

省气象台预报，10日至11日白天，降雨
间歇，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11日晚至14日，
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持续性强降雨过程；15
日至18日，全省自南向北还将有一次强降雨
过程。 预计11日晚至18日累计降雨量全省
80毫米～150毫米， 湘中及偏南地区150毫
米～250毫米，局地可达300毫米以上。

湘江湘潭站流量或超历史之最
常宁衡东绥宁攸县茶陵醴陵灾情最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