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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郑晓妮

“涨水哒，有两户人被困家中，你们快
点派人来……”7月8日6时许，暴雨如注，
桑植县竹叶坪乡政府值班室人员接到求
救电话称，南湖村有群众被洪水围困。

7 名乡村干部和党员立即组成党
员救援志愿队，赶往事发地。公路被淹，
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通往大山深处南

湖村。一行人背着 2 艘皮划艇爬山穿
行。2 个小时后，终于到达村部附近被
淹区域。

此时，大家手被划破，脚被刺伤，衣
服湿透，但顾不上休整，急速划艇前行。

当救援人员来到农户卓月桂家时，
一楼已被淹没，卓月桂5岁的小孙子被
洪水吓得哇哇直哭。

“不要怕、不要慌，我们来接你们

了。小朋友，来来来，叔叔抱。”救援人员
引导卓月桂一家三口登上皮划艇，还把
自己的救生衣脱下给他们穿上，随后大
家齐心协力往安全地带转移。

转移卓月桂一家后，大家没有停
歇，马上前往第二家杨昌剑家。

杨昌剑家房屋被洪水包围，大门无
法打开。救援人员经过多番勘察，决定
在他家后尚未被淹没的一处山坡搭设

梯子，从窗户把人接下来。在救援人员
与被困人员共同努力下，梯子终于搭建
稳固。随后，被困 3 人依靠救援人员扶
持，顺着梯子慢慢爬了出来，通过山坡
上了皮划艇。

“你们是好样的！”6名被困村民被转
移上岸后，当地村民向党员救援志愿队
竖起了大拇指。此时，已是下午3时多，大
雨仍未停歇，救援队员累得瘫倒在地。

群众被洪水围困，党员救援志愿队带着2艘皮划艇向着被淹区域“逆行”

大山深处的“诺亚方舟”

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
成）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7月9日
17时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流域降雨及
水库下泄流量的共同影响，未来24小时
内，沅水桃源河段（警戒水位42.50米）、
常德河段（警戒水位39.00米）将维持超
警戒水位1米左右的洪水；未来48小时
内，洞庭湖石龟山河段（警戒水位38.50
米）、安乡河段（警戒水位37.00米）、南县
河段（警戒水位35.50米）、湘阴河段（警

戒水位34.00米）出现超警戒水位0.8至
2 米左右的洪水，南咀河段（保证水位
36.05 米）、沅江河段（保证水位 35.28
米）出现超保证水位0.5米左右的洪水；
未来 72 小时，城陵矶河段（警戒水位
32.50米）水位将继续上涨，超警幅度在
1.8米左右。

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提请
沿岸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
及时避险。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
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
成）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洞庭湖
区等江河流域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为全力以赴做好当前抗洪抢险救援
工作，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今天，省应急管理厅调派

航空应急救援队一架直升机靠前驻
防岳阳市三荷机场，支援洞庭湖区
域防汛抢险。当天下午，航空应急救
援队另一架值班备勤大型 K32 直升
机也在雨中开展训练，保持应急战
备状态。

省应急厅调派直升机赶赴岳阳
支持洞庭湖区防汛抢险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蒋丹）强降雨还在湖南西
部、中北部持续。气象预报称，7月9日
至15日，湘中及以北仍有持续性暴雨、
大暴雨天气。

气象部门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
预警，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长
沙、株洲北部、湘潭北部、邵阳西部、岳
阳西南部、常德东南部、益阳南部、怀
化、娄底、湘西州东南部部分地区将出
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继续
发布：自9日20时至10日20时，受降雨
影响，湘东、湘西南、湘西大部分区域发
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预警）；
邵阳市中部及西部、怀化市中部及南部、
湘西州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

较大（黄色预警），邵阳市南部局地发生山
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7 月 9 日至 15 日，
受长江梅雨锋南移影响，湘中及以北
有两次强降雨过程，仍有持续性暴
雨、大暴雨天气。其中，10 日,中低层
切变北抬至湘中以北地区，湘西、湘
北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11 日,副
热带高压西伸北抬，强降雨有短暂间
歇，范围缩小，湘西北局地有暴雨。12
日至 15 日,湘西北、湘北处于副高边
缘，还有暴雨、大暴雨发生。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湖南西部、中
北部强降雨持续，需警惕降雨叠加效
应及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
等灾害。此外，受高温少雨影响，湘南
干旱发展，注意做好蓄水保水工作，提
前采取抗旱措施。

湘中及以北强降雨持续
警惕暴雨、山洪、地质等灾害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谢海鹏）7 月 8 日上午 11 时许，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驻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保靖县重型地质灾害搜救队接到
前方指挥部调度，保靖县一建筑工地发
生内涝，该搜救队立即出动13人赶赴现
场处置。

搜救队到达现场后勘察发现，该建
筑工地地势低洼，地基坑已被积水灌满，
水深数米。由于暴雨还在持续，四周雨水
不断向内涌入，无法排出。如不及时处理，

在建楼房有可能被积水冲垮，情况危急。
指挥员杨志组织队员疏散工地周边

人员后，利用砂袋对水流进行堵截。堵截
过程中，雨势愈发猛烈，坑内积水继续上
涨。现场指挥员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情况，
指挥部紧急调派增援力量。

下午3时，增援力量到达现场。36名
指战员分为 3 组轮换作业，对流水灌入
点进行堵截，同时利用排涝车对工地内
积水进行抽排。经长时间连续奋战，开辟
出两处排水通道，并连接3条25厘米口

径排水管向外排水，排水量约为每小时
3000立方米。

7 月 9 日 6 时许，经通宵作战，建筑
工地积水全部排出。

据了解，此轮持续强降雨发生后，湘
西州是重灾区。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接
到增援指令迅速出动。7 月 7 日 2 时，增
援湘西 109 人全部到位，分别部署在 4
个前置点，其中泸溪消防站 20 人、吉首
20 人、龙山 26 人，另外 1 支重型地质搜
救队43人部署在保靖消防站。

长沙消防驰援湘西州抗洪显身手
成功处置一建筑工地内涝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季海潮 寻树文）“破窗！救人！”7
月8日13时许，武警岳阳支队接到岳阳
市防汛办救援请求，火速赶赴抗洪抢险
现场，将一名被洪水困住的孕妇安全接
上救生筏。

7 月 7 日 8 时至 8 日 8 时，岳阳市
出现极端强降水，该市启动了城市防
汛Ⅰ级应急响应。武警岳阳支队是一

支抗洪抢险专业应急力量，曾多次出
色完成抗洪抢险应急救援任务。近期，
针对岳阳市范围内洞庭湖已经发生超
警洪水的实际情况，该支队及时召开
防汛工作形势分析会，派专人分赴实
地勘察，修订完善应急抢险预案，同时
组织全面排查，确保防汛物资充足，救
生器材性能良好。该支队还加大搜救
落水人员、转移被困群众、处置突发疫

情等重难点课目训练力度，确保随时
能拉得出、打得赢。

“时刻保持备战状态，确保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该支队支队长汤汉池
介绍，下一步，还要随情况变化不断修改
完善应急抢险预案，做好抢险救援物资
装备和器材的检修工作，同时加强军地
沟通协调，实时掌握水情、雨情和灾情，
确保提前预警、准备充分。

武警岳阳支队驰援抗洪抢险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 李春香

“是杨干部他们不顾生
命危险，把我们一个一个从
车内背出来! ”7 月 9 日下
午，脱险后的李从香回想起
当天的经历，伸出大拇指，
为芷江侗族自治县楠木坪
镇政府干部和参与救援的
群众点赞。

7 月 9 日上午，楠木坪
镇普降大雨。一辆芷江至冷
水溪乡的县际客车，途经楠
木坪镇桂竹园秧田冲组时，
被洪水围困，车内有 12 名
乘客。

险情就是命令。“小杨，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走。”上午
11时30分，正在楠木坪镇古

坡界组查看灾情的镇长杨长泽，接到
群众求救电话，二话不说，当即带领
在场的党员干部赶赴现场。

出事地点离得较远，但沿途多处
公路被淹，车辆无法通行。危急中，杨
长泽与同事决定蹚着齐腰深的洪水，
几个人手拉手冒险前行。经过半个多
小时，终于抵达客车被困地。

这时，洪水已渗入车身内，淹没
了客车座位。杨长泽与同事当机立
断，先到车内安抚乘客情绪。同时，
商量如何解救被困乘客，决定先用
绳索一端固定住客车，另一端固定
在岸边一棵大树上，将救生圈套住
乘客后，乘客抓住绳索，再将他们拉
到岸边来。制定好救援方案，大家分
头行动起来。

随后，途经此处的郑德辉等 4
名热心群众和芷江凯旋汽车运输公
司司机宋宗清、杨顺东也加入到救
援队伍中。经3小时奋力营救，成功
救出了12名被困乘客。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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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皇庆瑜

10 多个穿着雨衣的青壮年火速集
结，竹排、绳索、篮筐、转运车等抢猪工
具悉数待命……7 月 8 日一早，暴雨如
注的慈利县三合镇望坪村发生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抢猪大战”。

“拐哒！我半辈子的心血就要完了，
谁来帮帮我啊！”暴雨倾盆下，望坪村养
猪大户吴仁双的焦急呼喊，惊动了正在
附近查看险情的村支两委干部。原来，

吴仁双家的养猪场四周地势较低，加上
连日来的强降水，养猪场四周全是山
洪，水最深处达1米。眼看养猪场就要被
山洪吞没，价值 20 余万元的 42 头大猪
和30头小猪也将被淹，慈利县水土保持
局驻望坪村干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吴
贤刚赶紧下令“抢”猪。

“我们都来搭把手，再叫几个身强
力壮的人过来帮忙，顺便带点工具，抓
紧时间！”同时，望坪村党支部书记卓尚
静让人赶紧去找“后援”。

“我是党员，我可以来抬猪”“那边

有人，我去叫他们过来”……“抢”猪令
刚下，村支两委干部纷纷认领“抢”猪活
儿。大家跳进齐腰深的洪水里，有的喊
着号子拉着竹排，有的冒雨护送猪笼，
有的合伙赶猪入笼……大家分工合作、
齐心协力，转移一头头生猪。

得知情况，慈利县委政法委书记和
三合镇镇长急忙赶来，加入战斗。经6个
多小时奋战，“抢”猪大战告捷，所有生猪
被安全转移到一个地势较高的养猪场
内。站在大雨中，吴仁双哽咽地弯下腰，
嘴里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快，“抢”猪去

湖南日报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刘金汉

“不值一提，我只是做了一个党员该
做的事。”7月9日，谈起上午冒着危险抢
救被困群众的事，洞口县罗溪瑶族乡宝
瑶村党支部书记舒炉宝直摆手。

当天 9 时许，舒炉宝冒雨巡查村内
河道。连夜暴雨，河水迅速上涨，宝瑶村
沿河道路被淹，最深处水深近3米。

此时，远处一辆黑色越野车从河道上
游驶来。舒炉宝大声呼喊，挥手示意，但没
有效果。于是他往车辆方向跑去，想阻止
车辆继续前进。可没过一会，车辆便漂浮

起来，旁边就是湍急的河水，情况危急。
“快，快，快，有辆车被困住了，里面

有人。”眼看着车辆漂浮在水中，舒炉宝
几个箭步冲进洪水中。尽管舒炉宝身高
1.8米，此时水位已到他的腰部，身体随
着波浪不断晃动，很难靠近被困车辆。

突然一个浪打来，舒炉宝一下子没
稳住，一个踉跄撞倒在车门上。他伸手一
把拉住车门把手，定睛一看，车内前排一
男一女拼命拍打车窗，后排两个小孩吓
得“哇哇”大哭。

“请您快救救我的孩子，先救我的孩
子！”来不及多想，舒炉宝用力拉开后排
车门，抱起两个小孩就往回走。

原本就举步维艰，抱着两个小孩，舒
炉宝的体力消耗很大，好几次差点摔倒
在水中。凭着过人的毅力，他终于将小孩
送到安全地带。

其他村干部和村民闻讯赶来，舒炉
宝和大家再次冲进水中，将车辆慢慢推
到安全地带。最终，遇险车辆和人员全部
转移到安全地带。

据悉，遇险的是隔壁大麻溪村村民
刘某一家四口，当时看到洪水暴涨，担心
自家停放在河岸上的挖掘机被水冲走，
一家人冒雨开车前去查看。哪知洪水上
涨速度太快，车子开进低洼处直接漂浮
起来，一家人在车内命悬一线。

越野车漂浮，村支书拼命救人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徐亚
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黄韬）今
天上午，全省防汛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后，岳阳市委书记王一鸥、市长李爱武
随即召开全市视频会议，明确要求湖
区防麻痹、山区防侥幸，压实责任，严
密防守，确保安全度汛。目前，该市已
组织1.2万余人上堤清基扫障，巡堤查
险，并在重点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处
搭棚架灯，安排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

岳阳拥有 163 公里长江岸线和超
60%的洞庭湖水域，有 1068 公里一线
防汛大堤、58 个堤垸、1560 座中小型
水库，三口四水（长江松滋口、太平口、
藕池口及湘资沅澧）都要汇入洞庭湖，
防汛形势严峻。

7月2日，岳阳提高一档设防，在全
市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7月4日，城
陵矶水位接近警戒水位，岳阳沿湖地

区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7月8日，岳
阳出现1952 年以来最强降雨，中心城
区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今天8时，城
陵矶七里山站水位达到33.83米，超警
戒水位1.33米。目前，全市有41个堤垸
超过警戒水位，超警堤长579 公里，还
有159座水库出现溢洪。

为积极应对汛情，岳阳市紧盯“人
防、物防、技防”，组织防汛抢险专家
1100人；备足砂卵石101万立方米、编
织袋 446 万条、彩条布 155 万平方米，
抢大险物资钢筋笼 366 个、砼四面体
146个。各地以船（车）代仓，45条自卸
驳、160辆卡车满载13.6万吨防汛砂卵
石，摆放到重要堤段。7月4日起，市纪
委监委、市防办组成4个督查组，每天
凌晨突击督查沿江沿湖县（市、区），重
点督查清基扫障、搭棚值守、巡堤查
险、以船代仓等工作。

41个堤垸超警戒水位，159座水库出现溢洪

岳阳严密防守保安全度汛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谢清

7 月 8 日晚 11 时，南县茅草街
镇防汛大堤。张熠扛着一把铁锹来
到大堤上，就着节能灯投射的光，
甩开膀子开沟沥水。

当晚，茅草街镇大堤水位接近
36米。从7月3日上堤，张熠已连续
值了 6 个晚班。“队里我最年轻，晚
上当然由我们年轻人值守。”张熠
擦了把脸上的汗水说。

张熠是茅草街镇一名“90 后”
干部，分在防汛六大队，防汛期间
实行“三班倒”，张熠主动申请值晚
班，从晚上11时到次日8时。“我是
年轻人扛得住，何况我还有秘密武
器呢。”张熠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清
凉油，“困了时，就用它揉一下太阳
穴，鼻孔上涂一点。既能防瞌睡，还
能驱蚊子。”张熠咧嘴一笑，脸上汗
水夹着雨水滚到嘴角。

记者沿着大堤继续往前走，发
现这次抗洪大军里，有不少年轻的
面孔。正在巡堤的茅草街镇党委书
记庄立辉告诉记者，晚上值守大堤
的有 31 名“90 后”，都是主动要求
值晚班。“这些年轻干部真的不简
单，抗疫时主动要求上前线，抗洪
时又申请值守最辛苦的时段。”庄
立辉说。

离张熠不远处，茅草街镇三宁
河村便民服务员刘进正在查险，他
胸口挂着一个哨子，腰间别着预警
用的梆子，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拿
着手电筒，两只裤脚裹满了泥土。

刘进新婚不久，这些天吃住几
乎都在堤上。他说，查险他还是个

“半桶水”，日夜守在堤上，正好可以
随时向防汛老专家请教。刘进查险
的地方都是一些灯光难以照射到的
角落，这是老专家传授的经验，越是
不起眼的地方，越容易出现险情。

夜渐深，雨也慢慢减弱了，不
知是谁唱起了“苏打绿”的歌：“就
算大雨绕着整个城市奔跑……”歌
声夹着笑声，传出很远。

抗疫争上前线，
抗洪争值晚班——

这群“90后”不简单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李夏
涛 通讯员 邓成纲 杜方军）7月8日上
午11时，按照省防指调度指令，凤滩水
电站相继开启 12 孔泄洪闸门，总出库
流量达到每秒11982立方米，为今年最
大泄洪流量。

泄洪期间，电站党员服务队守在
一线，对闸门及操作机构、通风系统、
排水系统等设备开展隐患排查及整
治，力保平安度汛。

进入主汛期以来，由于水库库容
较小，来水集中，为确保上下游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和水库大坝安全，自6月18
日至今，凤滩水电站仅关闸 3 天，其余
时间一直处于开闸泄洪状态，创造了
该电站短时间内水库闸门启闭频次最
高记录。电站人员坚持24小时值班，严
格执行上级各项防汛调度指令，保障
交叉开关闸门操作零失误。

另悉，由于泄洪流量超过每秒1万
立方米，凤滩水电站严格执行相关规
定，于7月8日上午9时发布封桥预警
通知，上午 11 时封闭大坝下游公路大
桥，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过，确保安全。

凤滩水电站
开启今年最大泄洪流量

7月9日，长江大堤临湘市江南镇段，值守人员在河堤驻守点吃午饭。7月以来，长江水
位持续上涨，7月5日，该市启动长江大堤防汛Ⅲ级响应，推行精细化巡堤查险模式，确保防
汛无盲区、查险无死角。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信制 摄影报道

防汛无盲区
查险无死角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奉永
成）今天，记者从省防指、省应急厅获
悉，截至 7 月 9 日 20 时，洞庭湖控制
站城陵矶站水位 33.91 米，超警戒水
位 1.41 米。

洞庭湖控制站城陵矶站自4日18
时开始超警。截至今天 17 时，洞庭湖
和澧水、沅水、资水干流下游共有 26
站超警。其中澧水干流津市（二）站水
位 41.5 米，超警 0.51 米；沅水干流控
制站桃源站水位 46.61 米，超警 1.61
米；资水尾闾沙头(二)站水位 34.82
米，超警0.32米。

岳阳市 5 个堤垸、常德市 17 个堤
垸、益阳市 15 个堤垸共有 1290 多公
里堤段超过警戒水位，其中常德市民
主阳城垸有 33 公里堤段超保证水
位。因调洪错峰，全省共计有 35 座
大中型水库暂时在汛限水位以上运
行。目前，全省各类水利工程运行正
常，根据气象水文预报，最近几天，洞
庭湖城陵矶水位将继续维持超警戒
水位，资、沅、澧水干流部分堤段及湘
江下游支流渌水、涓水等部分支流水
位可能超警戒，湖区各站继续维持高
洪水位。

洞庭湖城陵矶持续超警戒水位
资、沅、澧水干流部分堤段水位仍在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