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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城情深 勇抗洪流
——— 醴陵市防汛抗灾保卫战纪实

张 咪 郭 健 何俊明 廖蔚佳 程耿孺

洪水无情，人有情！
7 月上旬，醴陵市遭遇连续的暴雨袭击，迅速上涨的洪水，让瓷城大地变成一片泽国。洪水漫

过河堤，冲进了房屋、街道、村庄、良田……城区告急、乡镇告急，一场天灾降临醴陵！
面对灾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醴陵人民与肆虐的洪水展开了顽强搏斗，全市上下打响了

一场“家园保卫战”。
灾情险情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 国家应急管理部派出专家指导，省领导黄兰香、李殿勋、隋

忠诚、陈飞等先后来到醴陵，深入灾情最严重的一线查看并指导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株洲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毛腾飞，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株洲市委副书记王洪斌等
株洲市领导多次往返醴陵各乡镇受灾地区之间，一线指挥部署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全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危难之际，省市各级党委政府齐心协力，干部群众联合发力，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洪救灾感
人场面在瓷城大地陆续上演着……

暴雨袭城 醴陵受到严峻考验

7月 6日至 9日，醴陵市普降大到暴雨，渌
江、铁河的惊涛骇浪，不断上涨、翻滚、涌流
……

全市最大降雨 413.8 毫米， 平均降雨量
227毫米，比去年同期增加 200%。 渌江水位于
7 月 9 日 22 时达到 54.93 米，超过历史最高水
位 0.43 米， 铁河水位于 7 月 9 日 18 时达到
58.51米，超历史最高水位 1.67米。

醴陵城区四分之一面积进水， 全市 24 个
镇街不同程度受灾，洪水超警戒水位时间持续
23小时！

暴雨，使醴陵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轮接
着一轮的强降雨持续袭击着醴陵。

超警戒水位、超保证水位、超历史最高水
位……

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流冲击着堤防。
泗汾镇告急、船湾镇告急、茶山镇告急、石

亭镇告急……
一个又一个的险情接连出现。
公路被淹、电力中断、通讯不畅、良田成泽

国……洪水，正在用它无形的爪牙撕裂着这座
城市。

据初步统计，醴陵市受灾人员近 20 万人。
房屋倒塌 510 户 859 间，严重损坏房屋 375 户
381 间，一般损坏房屋 1728 户 2362 间；农作
物受灾面积 21.11 万亩，成灾 19.53 万亩，绝收
17.91 万亩；2533 家水畜牧种养户不同程度受
灾； 林业受灾面积 2.439万亩， 林区道路损坏
31.72 公里，苗木、林木、林业基础设施、森工企
业不同程度受损；损坏堤防 146处，81千米，护
岸 213 处，水闸 54 座，冲毁塘坝 242 座，灌溉
设施 322 处，水文测站 3 个，机电井 2 眼，机电
泵站 182座。

闻“汛”而动 干群合力抗击洪魔

7月 6日至 7月 8日，暴雨导致渌江河水位
快速抬升到 50.82米，距警戒水位仅 0.68米！

汛情就是命令！7月 8日下午和晚上，醴陵
市第一时间召开防汛工作部署调度会，通报防
汛情况，部署后续工作，并启动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

“一定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醴
陵市委书记胡湘之连续调度防汛救灾工作，要
求做到确保不因灾发生人员伤亡， 确保不垮
“一堤一坝一库”， 确保不因洪涝灾害发生交
通、安全、维稳等突发性事件，确保不发生因汛
情问题引发重大舆情， 确保城镇居民的生活、
农村居民生产正常有序。 做到值班值守到位、
预测预警到位、隐患排查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舆情管控到位、灾后救助到位。

“五个确保”“六个到位”发出后，各部门立
即投入抗洪抢险工作中。 醴陵市人武部、应急管
理局、水利局、水文局、气象局、自然资源局、农
业农村局、 民政局……全市各级党员干部纷纷
出动，一场振奋人心的“防汛救援之战”开始了。

灾难，让醴陵干部和群众的心凝聚得更紧
……

7 月 9 日上午 10 时，洪水汹涌而至，醴陵
市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在醴陵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里，醴陵市委书
记胡湘之，市委副书记、市长董巍，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曾毅鹏轮流坐镇指挥， 信息综合
组、技术指导组、现场抢险组、灾情统计组、综
合保障组、卫生防疫组、灾害救助组、宣传报道
组、督查督办组、维稳组、城市工作组等“一办
十一组”，各司其职，通力协作，高效运转。

市防指成员单位 24 小时轮班值守， 两小
时定期会商当前雨情水情灾情；45 位县处级领
导带领 4500 余名机关干部深入现场， 全市共
有党员干部 18000 余人次投入防汛抗灾。
4000 余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深入灾区开展
“干部送温暖”行动。 此外，醴陵市财政当即紧
急调剂 1000万元资金用于抗洪救灾。

百万醴陵干群，众志成城，奋起抗击。 在省
应急管理厅的紧急调度下，300 余名武警消防
官兵、60 余艘冲锋舟、2 架直升机紧急驰援；全
市 600 余名民兵、60 余支义务救援队积极参
与防汛救灾。 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积
极自救一边守望互助。

洪水紧逼 感人故事频频上演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 ”步步紧逼
的洪水，没有吓退英勇的瓷城人民，救灾现场不
断出现一幕幕真情大爱的感人画面……

7月 8日晚 9时， 铁河泗汾段水位迅速逼
近 56.50米的保证水位。 泗汾镇立即组织群众
疏散，镇、村、组三级联动，以村为单位逐一入
户，对铁河沿岸的千余户居民安全疏散，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努力，铁河沿岸的群众被成功转
移出危险地段。

“别怕，就到了！ ”7 月 9 日，来龙门街道的
工作人员接到求救电话：一名两岁的幼儿被洪
水围困在小区，高烧不退，须马上送医，情况十
分紧急。 街道工作人员在醴陵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的协助下，乘坐记者采访用的皮划艇成功将
高烧的幼儿及其母亲解救出被洪水围困的小
区并迅速送医，所幸孩子无大碍。

7月 9日上午， 家住国光社区的一名 82岁

老人， 因心脏病突发没来得
及转移，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得
知情况后，立即带上急救药品第
一时间赶往营救。 当时，水已经没
过胸口， 救援人员将老人安置在皮
划艇上，平稳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月 9 日下午， 船湾镇一艘救援
冲锋舟侧翻，8 名救援干部和 4 名被救
群众落入水中。 该镇党委副书记刘雪平
不顾个人安危，在洪流中三次松开救命树，奋
力救下两名落水者， 自己却被洪水冲到 2 公
里外，在被困近 7 个小时后，最后一个被找到
并被救起。

7月 9日下午 14时许，渌江干流石塘岭段
出现 10 米左右洪水漫顶滑坡损毁情况， 威胁
附近上万名群众安全。 接到险情后，醴陵市委、
市政府迅速召开调度会， 组织防指、 水利、应
急、住建等部门赶赴现场实施抢险，并得到省
消防救援总队、 武警湖南总队的援助。 截至 7
月 10 日下午 13 时，共动员武警、消防、城管、
海事等抢险人员 300 余人，派出直升机、冲锋
舟等救援工具共计 800 余次， 转移受困群众
1.2万人。

7月 10日， 茶山镇两名产妇即将临盆，其
中一位羊水已破并且见红，但当时道路被洪水
阻断，急救车辆无法通行，千钧一发之际，镇卫
生院联合镇政府紧急联系省消防救援总队航
空救援大队请求支援。 上午 9 时，直升机从天
而降，已经准备好的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
院急救人员快速接管产妇，及时确保产妇及胎
儿的安全。

驾驶冲锋舟救人、转移被困群众、帮助抢
修加固河堤……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子
弟兵的身影，醴陵市人武部携各镇民兵不休不
眠连续奋战，在重灾乡镇全力抢险……

暴雨中、洪水里，醴陵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划船出行，第一时间赶赴各个救灾现场，
采写一线新闻，践行“四力”，及时播发瓷
城灾情汛情实况，传递醴陵众志成城抗
洪救灾的正能量。

来龙门街道上洲社区党总支书
记张清月，带病坚持抗洪，献出了自己

年仅 48岁的生命；石亭镇好乡亲，让 600
余受灾村民吃上“暖心饭”；好邻居张晓林，

从早到晚顶着瓢泼大雨无偿接送被困小区
居民；“有临时安全住所、有饭吃、有衣穿、有洁
净水喝、伤病有地方医治”，所有受灾群众在安
置点都得到了妥善照顾。

大灾大爱！ 在抗洪抢险工作中，各级各部
门单位、党员干部、热心群众、志愿者们的温情
故事频频上演，铸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灾后自救 万众一心重建家园

7月 10日，第一轮暴雨稍歇，洪水逐渐消退。
醴陵，用一片瓷城情深，抵抗住了洪流带

来的伤害。 截至目前，全市没有发生重大水利
设施垮塌事故，没有发生群众伤亡事故。

然而面对淤泥深积、垃圾遍地、一片狼藉
的家园，醴陵干群来不及喘息，又立即投入到

重建家园的工作中。
7月 11日凌晨 5时许，醴陵市城管局全力

投入灾后清理工作，1000 余干部职工兵分 10
路，同时开展清淤清洗工作。 在新街口、姜湾上

正街、滨河路等积水严重
路段， 城管队员不怕
脏、不怕累，相互配合
并肩作战。 当天，该
局共出动 31 台清
洗车、5 台装载
机、50 余台清
运车 、30 余
台小四轮、

20 余台中转
车 、23 台侧挂

车、2台粪车。

随后，醴陵市各部门各单位纷纷出动。
醴陵市委宣传部、法院、检察院、仙岳山街

道、教育局、南门社区的干部职工和志愿者们，
一同来到受灾严重的南门中学门口，大家分工
合作，清扫道路淤泥和杂物垃圾。 仅三天时间，
醴陵市共有 4000 余名机关干部、 党员以及热
心市民参战。 截至 13日，醴陵城区的大街小巷
已经清理干净，重回美丽繁荣。

此外， 醴陵市电力部门还安排维修人员
476人，分成 42支队伍，全力抢修受损电路，尽
早恢复电力供应。 10日下午 4时，城区已全部
恢复供电。

为预防大灾之后有大疫，7 月 10 日上午，
醴陵市卫健局组织 30 余名工作人员， 兵分 3
路来到被淹的南门小学、 政府大院和李家排，
背着笨重的喷雾器，对已经清理过的地方进行
防疫消毒工作。 顾不得中午休息，市卫健局人
员又联合株洲疾控中心， 使用专业消毒车，沿
着城区各街道喷洒消毒药水，严防灾后疫情发
生，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孙家湾镇政府也组织卫生院人员对水淹
地区进行消毒处理，并设置集中就餐点，安排
受灾群众就餐。

扛沙袋、筑堤墙、填土方，7 月 12 日，为应
对新一轮的强降雨，由武警官兵、民兵以及蓝
天救援队共 200 余人组成的应急抢险队来到
石亭镇，紧急修复加固石亭大桥下的一处沿河
防洪堤坝。

醴陵民政部门认真核实灾情，市慈善会积
极发出抗洪救灾倡议书。截至 7月 17日下午 5
时，全市总计救灾捐赠款物 1168.7万元。目前，
捐资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水利等相关部门单位则对重点区域和薄
弱环节连续开展了四次集中式、持续性隐患排
查，排查隐患点 1000余处，并逐一处置。

市公安局组织 180 名警力分成 20 个小分
队参与茶山、石亭、城区等 8 个乡镇协助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
面对洪水灾害，醴陵上下同心同向，不论

是灾前、灾中、灾后，醴陵，自始至终没有放弃
过一个人、一件事。

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 经过灾后自救，被
暴风雨洗礼过后的醴陵，美丽如初……

（本版图片由醴陵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 � � �电力工人全力抢修受损电力设备，为受灾群众送去光明。

民兵应急连参与石亭镇渔潭洲村的堤坝加固。

� � � � 7 月 9 日，志愿者
冒雨转移孕妇、儿童。

� � � � 醴陵市党员干部
主动发起捐款。

� � � � “湘雅乡情 ”专家
赴泗汾镇中心卫生院
开展灾后义诊活动。

志愿者主动上街清淤。

� � � �城管局连夜组织人员、调配铲车对路面淤泥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