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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汛抗灾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周仁 文巧

7月6日以来，我省湘中、湘南出现强降雨
过程，部分地区遭受大暴雨袭击，湘江、资江、
渌水、洣水等江河水位暴涨，相继发生超警戒
水位洪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管涌等险情，
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省军区
党委迅速部署防汛抢险救灾任务； 各军分区
抗洪救援指挥领导小组深入灾情最重的地方
靠前指挥； 人武部官兵和广大民兵应急分队
昼夜奋战在救援一线……

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救灾战斗正在三湘
大地上打响。

灾情就是命令，救援刻不容缓
7日下午，耒阳市人武部接到市委值班室

紧急通报：马水镇洲陂村、陆新村部分村组已
被洪水围困，近30人等待紧急救援，情况万分
危急； 五里牌街道办事处蓝天市场漫水近
1000平方米，涉及住户1000多户，被困群众
200余人。市人武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
出动市民兵应急分队100余人， 携带救援装
备，分组火速赶到现场，紧张有序组织被困群
众安全转移。

当先遣组赶到马水镇洲陂村时， 一村民
跑过来报告了情况：因河水上涨迅速，一村民
被困河岸边，正双手抱着树，身体一部分浸在
洪水里。 市人武部副部长丁行行火速赶赴事
发点，拿着救援绳，手执长竹竿，逆水侧身，一
步一步向被困村民靠拢， 到达后将绳子两段
系在道路两侧树上， 协力将被困群众一步一
步拉到了安全区域。

9日15时，新邵县人武部派出的巡查队伍报
告：北塔上游50米处发现管涌，北塔下游约300
米处发现管涌群，情况危急！县人武部火速集合

300余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携带救援装备
赶赴险情发生地。大家兵分数路，争分夺秒搬运
砂袋，对管涌群进行围堵，在管涌地段全面铺设
防水材料，通过1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10日凌晨
5时，管涌险情得到控制。

人民就是一切，生命必须绝对安全
9日上午8时， 祁阳县人武部组织救援队伍

对受灾严重的白水镇部分村庄和社区展开挨家
挨户搜寻，接到群众反映：有一位行动不便的空
巢老人联系不上。 当救援队伍火速赶赴老人家
时， 透过窗户发现老太太躺在与洪水齐平的床
上，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房门紧锁，原来老人不
愿离开世代居住的房屋。带队领导果断决策，指
挥救援人员搭建“生命长梯”从二楼窗户进入，
经官兵耐心劝导，老人终于同意转移，考虑到老
人身体不便，四名官兵将手交织在一起，让老人
坐在上面，合力将老人抬到橡皮艇上。看着官兵
冒险营救自己， 老人不时用手帕擦拭红润的眼
眶。经过近4个小时奋战，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
移，确保了群众生命绝对安全。

9日凌晨4时，受强降雨影响，资江新邵段
出现超警戒水位，县城小河街、银三角、新田
铺镇晒谷滩村等沿河地段被洪水围困， 不少
房屋的第一层已经被洪水全部淹没， 随着降
雨的持续， 水位还在不断上涨。 情况十分紧
急， 新邵县人武部连夜组织救援队伍投入战
斗，转移群众、参与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在挨
家挨户查找被困群众时， 发现在一居民楼有
一家6口在窗户边上， 焦急地等待官兵救援，
其中有一名不足1岁的婴儿，此时洪水已经逼
近二楼窗户， 救援人员一边安慰他们不要慌
张，一边迅速搭建楼梯从窗户爬了进去，救援
过程中怕婴儿被雨淋， 官兵脱下雨衣小心翼
翼地包裹在婴儿身上，经过10余分钟救援，被

困的一家子被转移至安全地带。 看着全身被
洪水浸湿的官兵， 他们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
感激，抱着官兵痛哭起来。是夜，4小时紧急疏
散，两百余名群众完成大转移，一人未落。

岗位就是战位，救援不能少了我
面对救援任务，子弟兵冲锋陷阵、攻坚克

难，展示了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他们
中有现役官兵、文职人员、职工、民兵等不同
身份，但面对抗洪抢险这场战斗，大家都只认
一个身份———战士。

已申请转业并在广州休假的株洲市渌口
区人武部政委刘长锋得知抗洪抢险的消息
后，迅速赶赴救灾现场指挥战斗，从得知消息
到投入战斗，仅用了不足5个小时。期间，大家
多次电话劝他说：救援任务进展顺利，灾情得
到缓解，不需赶回来。他都拒绝了，表示：“不
论我是否脱下军装，不论我身在哪里，只要组
织有召唤、人民有需要，我应该回来！”

衡阳蒸湘区人武部在组织救援队伍集合
时， 考虑到文职人员曾虎林腿部因一次意外
受伤严重，动过两次手术，腿里植入了钢钉，
平时经常疼痛难忍， 决定不让曾虎林参与此
次救援行动。“我是人武部的文职人员， 这是
我的岗位，岗位即是战位，关键时刻我不能退
缩……”在曾虎林的一再坚持下，人武部领导
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安排其在抗洪抢险一线
负责饮食保障工作， 最终保障部队圆满地完
成了此次抗洪抢险任务。

株洲荷塘区民兵李超凡曾在武警部队服
役，退役后主动要求编入区民兵应急连，得知
辖区受灾的消息后， 他带领20多名年轻力壮
的朋友找到区人武部， 主动申请加入抗洪抢
险队伍。得到批准后，他们立即赶赴醴陵石亭
镇两处坝口决堤段，抢运沙袋、转移群众。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姚跃初 高纯）7月10日22时，湘江
长沙站迎来洪峰，水位达38.35米，超警戒
水位2.35米。洪峰过境，长沙湘江东岸防洪
综合改造工程经受住了考验， 湘江大堤安
然无恙。

该工程南起杜甫江阁， 北至银盆岭大
桥北侧，全长约5.1公里，由湖南交水建集
团湖南百舸水利公司施工。

长沙湘江东岸堤防多修建于上世纪
70年代，后陆续进行改造，但部分堤段防
洪标准低、 存在安全隐患。2017年洪水期
间，湘江东岸杜甫江阁至中山路段、湘雅路
至开福寺路段出现漫堤。

湖南百舸水利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姜赛娇介绍，在此次堤防改造中，将原
来湘江东岸麻石或不锈钢材质的通透式
栏杆全部拆除， 建成一道钢筋混凝土实
体挡墙，防洪堤的堤顶整体加高了1.1米
到1.4米。 在对全线堤防加高加固至200

年一遇静水位的基础上， 对地势较低地
段， 再建设1.5米高的装配式防洪墙，起
到防浪作用。

“另外，为方便人们下河，堤防留有一
些通道。通过建设装配式防洪墙，可将下河
通道临时封闭。” 项目指挥长罗栩介绍，这
样的通道全线有17处，长度从2米至8米不
等，装配式防洪板高度从1.5米至3米不等。
“昨天已安排人员将全线下河通道装配式
防洪墙安装到位， 在非汛期则拆卸下来储
藏在仓库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 装配式防洪板为铝
合金材质，由一块块长2米、高20厘米的板
材构成，只需两人抬起，卡入通道两头的凹
槽即可；再一块块向上垒加，只需几分钟便
可安装一道墙。

姜赛娇介绍， 湘江东岸堤防改造工程
极大提高了长沙主城区防洪能力，“这是涉
水工程首次面对过境洪峰， 工程质量经受
住了洪水的考验！”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向 蒋丹）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分
地区仍处于降雨间歇期，但今晚起，新一轮
降雨再次上线。专家提醒，强降雨区域与前
期有重叠， 需警惕次生灾害； 同时提醒农
户，根据天气变化做好田间管理工作，降雨
过后要及时对农田进行抽水排涝， 对倒伏
地块进行有效补救，以降低损失。

近日，湖南遭遇了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连日来，气象部门积极做好农业气象服务。
7月10日， 长沙市气象局联合中国气象局
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湖南分院农气专家，深
入浏阳永安双季优质稻基地和浏阳丰裕优
质烟叶生产基地， 开展水稻及烟叶生长情
况调查，及时把气象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根
据气象专家调查，目前早稻长势良好，成熟
在望， 仅有轻微的稻纵卷叶螟和三化螟病
虫害；烟叶长势较佳已进入采摘后期，预计
12日将到来的强降水过程将会延长烟叶
成熟变黄。 专家建议农户雨水停歇后及时
采摘烟叶，以利于晚稻及时移栽。

省气象台预计， 今晚开始至14日，新
一轮强降雨再度来袭。11日下午到12日白
天，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岳阳、长沙、益
阳、怀化北部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 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
雨或雷阵雨；12日晚到13日白天，湘东北、
湘中、湘西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部
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13日晚到14日白
天，湘中、湘西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
或雷阵雨。15日至17日雨区北推， 湘中以
北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受持续降雨影响，
未来几天湖南气温总体偏低， 不会出现明
显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新一轮降雨过
程再次影响湖南， 强降雨区域与前期有重
叠，需谨防可能诱发的流域性洪水、山洪、
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 以及过
程伴随的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改造工程初显威力

洪峰过境，大堤安然无恙

新一轮强降雨上线
专家提醒做好田间管理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尹婷）今年以来，湖南的雨水一直偏多，尤
其是7月，雨水轮番来袭。省气候中心今天发
布数据称，7月以来（7月1日至10日），全省平

均降水量134.3毫米， 较常年偏多132.4%，居
1951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同期第二高位。

据省气候中心基于全省97个国家气象站
数据统计，我省1至6月降水各月均偏多，全省

平均累计降水量为975.7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
多14.8%，较去年同期偏多52.2%。其中，1至4月
降水偏多区域主要位于湘南地区，5至6月降水
偏多区域主要位于湘西、湘北地区。7月上旬，全
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4.3毫米，仅少于1993年同
期的148.1毫米；且降水南多北少，降水落区主
要位于湘中及以南地区，其中攸县、耒阳、茶陵、
安仁、衡阳市（城区）、衡阳县、常宁、衡东、邵阳
市（城区）、醴陵10县市偏多5至10倍。

7月上旬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1倍多
为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第二高位，部分县市偏多5至10倍

砥柱立中流 ———省军区系统官兵
投身抗洪抢险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