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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汛抗灾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沉着应战斗洪魔
—株洲全力以赴抗洪抢险纪实
——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曾炯虎 刘小花

7月11日14时， 湘江株洲站水位
43.80米。 与洪峰水位相比， 已回落
0.66米。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躁动
后，湘江株洲段逐渐回归平静。
7月6日以来，连 续 暴 雨 导 致 株
洲洣水、渌 水 两 大 支 流 水 位 连 续 上
升；湘江水位连续攀高，最大流量
达到24100立方米每秒 ， 超 历 史 实
测最大流量3400立方米每秒。株洲
全市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醴
陵、天元等 县 市 区 启 动 防 汛 Ⅰ 级 应
急响应。
位于株洲“一江两水”流域的茶
陵县、醴陵市、攸县、渌口区，均出现
重大汛情，群众受灾严重 。省 委 、省
政府对此特别关注，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相继对株洲防汛工作作出批
示， 有关省领导来到株洲指导防汛
救灾。
株洲市委、市政府把防汛抗灾作
为当前头等大事抓紧抓实，紧急组织
百姓有序转移，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展开一幅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的动人画卷。

出现特大雨情
7月6日20时至8日18时，株洲全
市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多29.53%；茶
陵、攸县遭受特大暴雨，受灾严重。其
中，茶陵县白沙村24小时内降雨量达
316毫米。 株洲市防汛办主任邱运众
介绍，日降雨量超过300毫米，在株洲
近10年来属首次。
8日晚间至9日，醴陵、渌口等地
暴雨持续，其中渌口区龙潭镇龙潭村
日降雨量达263.9毫米， 为当日全省
日降雨量之最。
降雨集中， 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洣水、渌水两大支流在较短时间内超
警戒水位，湘江株洲段水位也迅猛上
涨。10日19时30分，湘江株洲站水位

达到44.46米， 超保证水位1.46米，距
离历史实测最高水位仅差0.12米，洪
水激起的浪花，打到了株洲大桥桥面
上。
伴随着持续强降水，株洲各地相
继受灾，茶陵、攸县、醴陵、天元、渌口
等县市区纷纷告急。株洲全市在启动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3小时后， 紧急将
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Ⅱ级，部分县市
区提升至Ⅰ级。

遭遇重大险情
大水裹挟泥沙而下， 道路冲垮，
护岸塌陷，山塘出险，供水设施被淹
没……
灾情发生后，水利部、省应急管
理厅、省水利厅工作组深入株洲市攸
县、茶陵县等地，指导灾害防御工作。
株洲市领导相继赶赴防汛抗洪抢险
一线，分析研判雨情水情灾情，指挥
部署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连 夜 召 开 防 汛 调 度 会 后 ，7月 9
日，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奔赴醴陵、
攸县、渌口、石峰等地防汛抗洪一线。
他一边向相关部门负责人询问各地
情况变化， 一边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市长阳卫国出差回来后，连夜赶往受
灾严重的渌口区湘江干堤漫堤水毁
现场，督查抢险工作。
株洲市防指先后6次召开防汛紧
急调度会，统筹指挥督促各地有序开
展抢险救援。应急、水利、水文、气象
等部门负责人，连续通宵作战。
为了守护家园，广大干部群众全
力以赴。
7月9日14时左右，渌江干流醴陵
市石亭镇石塘岭段出现洪水漫堤滑
坡毁损险情。 当地奋力组织救援，紧
急转移群众1.2万人。
面对险情，醴陵市委、市政府迅
速组织防指、水利、应急、住建 等 部
门人员赶赴现场抢险， 并得到省消
防救援总队、武警湖南总队、株洲军
分区的有力援 助 。 共 出 动 武 警 、 消

防、 城管、 海事等抢险人员300余
名，并派出直升机、冲锋舟等救援工
具，有序开展营救，全力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
10日清晨，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
湘江干堤出现决口，当地党委、政府
第一时间将受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并迅速组织人员填补决口。预计12日
凌晨，决口将实现合龙。

全力以赴抗灾
直升机、冲锋舟、皮划艇……立
体式救援首现株洲，受困群众得到及
时转移；江水漫堤，军民昼夜值守，抢
筑堤坝；京广铁路发生管涌，基地辅
警不顾危险跳入水中堵涌，确保交通
大动脉安全……
7月8日，攸县联星街道七里坪社
区党总支书记谭文伟预判酒埠江水
库泄洪将会对沿线居民带来较大安
全隐患，他带领社区干部进门入户了
解情况、摸排险情。在没有其他救援
设备的情况下，他们用双肩将留守老
人、小孩等重点人员转移。
醴陵市船湾镇党委副书记刘雪
平在转移被困群众时，冲锋舟发生侧
翻，舟上人员落入水中。漂浮中，刘雪
平松开“救命树”， 救下两名落水群
众，自己在洪水中被困近7小时；石亭
镇花溪村，由党员带头，组织8条木质
渔船，连夜转移群众500多名。
“固堤，抢险。”10日凌晨1点，正
在枫溪港巡查的芦淞区城管队员杨
昊卓接到命令， 马上赶赴现场抢险。
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其他50名城管
队员、4台挖土机、10辆渣土运输车以
及用来固堤的砂石渣土。
10日凌晨3时， 京广铁路跨株洲
江渌路桥梁两侧出现40余米铁路路
基滑坡和管涌险情，严重威胁列车运
行安全。荷塘区立即组织民兵赶到现
场处险排险。
株洲上下同心、全力以赴、沉着
应战，力争将损失降到最少。

保卫京广线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朱刚 刘旺

“路基泥土没有松动、裂痕，铁
路安全！”经反复观察、测量，广铁衡
阳工务段渌口线路车间主任刘枭雄
松了一口气。 他最担心的渌口区南
洲镇将军村湘江干堤决口， 也将在
12日凌晨合龙，严重威胁京广线安
全的险情将被排除。

干 堤 决 口 20 余 米 ，
洪水汹涌扑向京广线
7月10日凌晨4时许，渌口区南
洲镇将军村被淹，村民被困。接到报
警， 渌口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凌敏带
着30名消防队员赶来，这时大堤已
出现管涌。
救人为先，3支救援小分队火速
进村，成功转移60余名村民。
10日6时10分，洪水暴涨。突然
一声轰响， 湘江干堤决口20余米，
洪水迅速漫过村庄、农田，向京广线

涌去。
“马上调集重型机械、砂石等，
开辟作业面，展开填堵抢险。”险情第
一时间上报，省及株洲市有关领导抵
达现场指挥，督促抢险固堤，保卫京
广线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湖南陆 军 预 备 役 步 兵 师 炮 兵
团、 渌口区人武部100余名官兵迅
速向将军村集结。同时，省交水建集
团派出150人，携设备赶赴现场。
一场保卫京广线的大战打响。

决 口 已 填 堵 15 米 ，
险情不排除不下火线
洪水持续灌入， 至10日下午3
时，洪水距京广线铁路路基仅2米，
形势严峻。
此时，救援工作面临一大难题：
由于湘江干堤狭窄， 只能通过农用
车运送砂石， 挖掘机等重型机械无
法进入。此前，救援人员试图以沉船
方式填堵决口， 但水势太大无法进
行。在此情况下，抢险临时指挥部只

好在决口附近设置临时工作平台，
官兵们靠手提肩扛砂袋进行抢险。
“效率太低！”赶到现场的省应
急管理厅厅长李大剑要求， 立即开
辟第二工作平台， 进行重型机械囤
放与铁笼轧制。
很快，在500米外一处开阔地，
一个新的工作平台搭建起来。
烈日下，一个个1米见方的铁笼
子扎成，一辆辆农用车将石块倒入笼
中，投至决口处。至10日晚8时，干堤
北部填补2米左右，救援工作取得初
步成效。
湘江洪峰过境株洲后， 湘江水
位开始下降， 给填堵抢险工作带来
利好。
11日上午，为打通救援通道，救
援人员对湘江干堤进行清障， 使小
型挖机得以进入， 铁笼运送也变得
轻松起来，填堵按每小时1米左右的
速度推进。
至11日晚8时， 经200余名抢险
人员连续艰苦作业， 决口已填堵15
米左右，预计12日凌晨可成功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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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晚，攸县莲塘坳镇中学临时安置点，刚被转移出来的群众吃上了可口的热饭热菜。洪灾发生后，该镇干群
积极展开被困人员搜救、转移和安抚工作。被转移群众除投亲靠友外，都集中进行了妥善安置。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初心，在抗洪一线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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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奋力抗洪救灾纪实
——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史琴 吴昊 李佳丞

降雨，强降雨，连续强降雨。
今年入汛以来， 受强降雨影响，
怀化市多地出现灾情，13个县市区有
40.5万人受灾。
灾情就是命令， 险区就是战场。
按照怀化市委部署，全市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组织带领
广大群众奋力防汛抗灾。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
战斗堡垒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和
党员。
怀化市坚持市县乡村四级党组
织书记一起抓，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
责制，严格执行值守制度，完善应急
预案和措施， 加强监测预警和研判，
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7月9日，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芷
江禾梨坳乡大沙界村牛塘坳组滑坡
隐患点发生新险情。乡党委、乡政府
迅速组织乡村干部赶往现场，疏散转
移群众。54岁的村民张钿因中风瘫痪

在床、无法行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杨伦文冲进屋内， 抱起他就往外
跑，转移到安置点。
当天下午，在县自然资源、应急
管理等部门配合下，禾梨坳乡组织30
多名乡村干部分成6个小组， 分头转
移群众。遇到不愿离开的村民，他们
一次次上门劝说，终于将可能受到地
质灾害威胁的20户44名村民安全转
移。
“关键时刻，还是党组织好，时刻
惦记着我们的安危。” 一位被转移的
村民感激地说。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哪里灾情最重，党员干部就奔向
哪里。
7月9日上午，新晃步头降乡步头
降村党员迅速集结，他们在村主干道
用铁锹、锄头等，清理山体滑坡路段。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怀化
市各级党组织迅速开展防汛抗灾，发
动党员参加“党员突击队”“党员志愿
服务队”“党员巡逻队”等，在全力打
赢防汛抗灾的战斗中接受党性锻炼。
“各家各户注意了，今晚有暴雨，
请大家小心防范。” 洪江区沅江路街
道响起大喇叭声。 从7月7日开始，该

街道年近七旬的老党员熊春妹主动
下社区， 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值守，
奔走在小巷之间、居民周围。雨情持
续， 洪江区3000余名党员干部坚守
在防汛抗灾一线。

“四支队伍”就是冲不破
的“防汛网”
防汛抗灾中，怀化市各级党组织
坚决按照市委要求，迅速集结“四支
队伍”（干部队伍、党员队伍等）。各级
党员干部深入防汛抗灾一线，靠前指
挥、现场调度，发现险情及时处置，织
起了一张张冲不破的“防汛网”，共转
移群众1.5万余人。
面对灾情，通道充分发 挥“四 支
队伍”抗灾抢险主心骨作用，并及
时充实力量 ， 强 化 应 急 抢 险 能 力 建
设，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多万
元。
为保证汛期交通道路安全，洪
江 市 雪 峰 镇“四 支 队 伍 ” 集 结 驻 守
在村组主要 交 通 路 段 ， 排 查 灾 害 隐
患。7月9日清晨， 正在道路上执 勤
的永红村村委会主任汤立凡发现
320国道财盘田组路 段 发 生 山 体 滑
坡，立即组织群众抢险，很快恢复
国道畅通。

“车没了可再买，管涌必须堵住”
徐德荣 唐曦 陆意

“轰！”一声巨响，一辆小货车翻
了几个“跟斗”，从不到3米宽的防洪
堤上侧翻掉入河水中。
“快救人！老刘连人带车掉水里
了！”一时间，呼救声响成一片。在大
家通力合作下，人很快被救起。
这是7月9日中午，衡阳市蒸湘区
呆鹰岭镇中平村党员干部抢修防洪
堤管涌时出现的一幕，落水的“老刘”
是村第二党支部党小组组长刘能武。
“9日凌晨5时，我负责的这段防
洪堤出现2处管涌， 后面隔几米就是
民居，几十户村民受影响，必须尽快
堵住！”7月11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当
时的翻车点，刘能武正和其他党员一

同检查管涌处修复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 防洪堤护坡下
三四米处，一辆小型货车仍躺在水中。
因天晴水位下降，车子轮廓已露出。
刘能武回忆，当天蒸水河水流大
且急，必须用大量细泥石填堵管涌，只
能靠车子运来倒下去。但防洪堤太窄，
又下雨打滑，他连打2个货车司机的电
话，人家都以
“太危险”为由不肯来。
“我是老司机，又是党员，我来！”
情急之下，平日靠运输建材与砂石为
生的刘能武自告奋勇，开着自家小货
车来拖泥石。
当天上午，刘能武与村里党员干
部配合，很快堵好了一处管涌。“中午
雨下大了，我身上淋得皮起皱。”刘能
武忙了大半天，感到精疲力竭。运送

泥石到第二处管涌点时，刘能武的小
货车后轮已裹满泥浆。
“开始倒泥石就有点打滑，踩点
油门才上来了。我继续往前开，没开两
米， 后轮又被绊住了， 在路边磕了一
下，
‘轰’地一声翻到河里了！” 刘能武
蹲下身，指着防洪堤边一处豁口说。
“老刘上来，我就喊他去医院看
看，他死活不肯。”瓦屋组组长陆三阳
当时也在翻车现场， 他告诉记者，刘
能武为了继续留守一线，休息10来分
钟缓过神后，他在路边蹦了两下“证
明”自己能行。
采访中， 有人插言：
“车子是老刘
吃饭的家伙，泡到水里，肯定报废了！”
刘能武笑着说：“车没了可再买，
管涌必须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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