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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 曾昭阳

7月14日，澧水支流涔水仍超警
戒线，已在警戒水位以上持续运行12
天。高洪水位一度危及沿线30多万居
民，澧县打响了涔水保卫战，精准调
度、奋勇抢险，终于守住大堤，确保了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距堤面不足0.2米

“洪水淹到了脖子处，拔凉拔凉
的，好危险！”7月14日下午，家住澧县
梦溪镇大码头社区的居民易继平，一
边帮邻居清洗桌椅，一边聊天。他说，
7 月 2 日晚家里进水时，并没在意。3
日早晨起床下楼，才发现自己被困，
房屋四处都是水。

大码头社区是集镇所在地，临涔
水而建，此次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达
到 3 米。以前涔水水面宽度约 10 米，
这次水面陡增至 100 米以上，造成
231栋居民楼不同程度受淹。

高洪水位也给与梦溪镇隔江相
望的涔南镇带来险情。7月6日晚，河
堤出现渗水险情。10 多秒钟，冒水小
孔就扩大到拳头那么大，喷出的水柱
有一尺多高。经挖沟导滤、打围压浸，
得到成功处置。8日晚，地势较低的曾
家河社区15户民房进水，涔南镇镇长
万兵带队冒雨蹚进一米多深的积水，
通过手拉手形成人链，将被困居民转
移出来。

受上游泄洪和本地持续强降水
影响，7 月 2 日 23 时起，涔水全线
105.67 公里堤防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7月7日凌晨，澧水出现超警戒水
位洪水，水位高于涔水。为避免澧水
倒灌，当日凌晨，涔水排洪口小渡口
控制闸关闭。此后，涔水开始暴涨。7
月9日，涔水洪峰高达41.57米，距保
证水位仅 0.2 米。在蓄洪垸北民湖一
带的涔水大堤，地势较低，涔水洪峰
水位距堤面不足0.2米。

修筑8公里生命线

涔水从西北往东南方向，斜穿澧
县10多个乡镇，最后在小渡口镇汇入
澧水。涔水告急，直接危及沿线乡镇
居民安全，还可能殃及县城，损毁农
田庄稼。

7 月 6 日，澧县启动防汛Ⅱ级应
急 响 应 ，要 求 各 有 关 单 位 和 乡 镇
7000 多人全员上堤。由县乡（镇）干
部带队，实行24 小时不间断地毯式、
拉网式排查。重点堤段、险工险段、穿
堤建筑物安排专人专班专责值守。集
结200人的抢险突击队伍，及时处置
险情。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住大堤。
水涨堤涨，严防死守！”7日，澧县县委
主要负责人宣布打响涔水保卫战，要
求先在涔水河北民湖一带修筑子堤，
确保涔水持续上涨后不漫堤。北民湖
是蓄洪垸，里面有6000亩水稻和2万
多亩池塘。经过数百人连夜奋战，8日
上午，一条1米多高、8公里长的子堤，
出现在涔水大堤上，阻挡住不断上涨
的洪水。

保卫战打响后，涔水沿线堆满了
编织袋，砂卵石。当地还安排60多辆
货车装载砂卵石、彩条布停在涔水两
岸待命，另有50辆空车集结在县器材
站。

“当时还做了最坏的打算，在涔
水北民湖垸一带的大堤上准备炸药。
万不得已，也只好炸堤蓄洪！”澧县防
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涔水堤
防矮小单薄，这么严重的高洪，溃垸
的可能性极大。根据预案，当涔水水
位达到41.77米、小渡口闸关闭、王家
厂水库泄洪时，可毁垸蓄洪。“这是备
案，但想想也后怕！”该负责人说。

0.02米落差就开闸

为减少上游来水，经常德市、澧
县防指精心调度，7月6日，王家厂水
库停止泄洪。同时，关闭小渡口控制
闸后，全面禁止涔水沿线机埠排渍，
减轻涔水压力。7月8日，省防指科学
调度压减江垭水库出库在每秒700立
方米以下60个小时，并控制皂市水库
出库在每秒530立方米以下，使澧水
小渡口水位急剧下降。

“有落差了，快开闸泄洪！”7月9
日17时20分，坐镇县防指的副县长、
县防指第一副指挥长罗先春激动地
从座椅上弹了起来。当时澧水小渡口
水位降至 41.45 米，而涔水水位为
41.47 米。只有 2 厘米的落差，但对鏖
战数日的全县干部群众来说，这无疑
是最大的希望和信心。

澧水水位不断回落，涔水自排入
澧，已累计排出水量近1亿立方米，降
低涔水水位 1 米以上，极大减轻涔水
防汛压力。考虑到后期还有强降水，
市县防指于 7 月 10 日调度王家厂水
库按不大于每秒300立方米提前下泄
腾库。利用涔水可自排入澧的窗口
期，王家厂水库已泄洪 1000 多万立
方米。

7 月 14 日 18 时 ，涔 水 水 位 为
39.99米，超警戒水位0.49米。缓慢回
落中，仍在警戒水位以上，涔水保卫
战仍将持续。记者走访大堤发现，长
长大堤上，当地干部群众正抓紧加固
子堤和排除险情，1000 多名干部、
1 万多名群众枕戈待旦，奋力夺取涔
水保卫战的最后胜利。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施泉
江 张璇 通讯员 吴维 程寅）“紧急集
合！”7月13日9时，驻守临湘市江南镇
的40名民兵携带装备紧急集结，5分
钟后，快速行进在长江大堤上。

此时，江南镇长江大堤烟波尾段
出现一处约20平方米的散浸险情，渗
水严重，如果不马上抢护，就会造成
管涌，甚至溃堤的危险。因为险情发
生在堤坡面，无法使用大型机器作
业，临湘市人武部副部长何江根立即
将40名民兵分成两组，采取分工流水
作业方式，火速挖通9条10米长的导
渗沟。

临近中午，气温不断攀升。但抢
险仍未结束，导渗沟内必须填满砂

石，才能防止堤坝继续渗漏。民兵们
把沙袋作为运送砂石的工具，4 人负
责装填，4 人填埋，1 人回收沙袋，11
人排成长队挨个运送砂石。以20分钟
填满一条导浸沟的速度，3 个小时完
成填埋工作，搬运沙袋次数多达2000
余次。经过4个多小时奋战，成功处置
险情，解除了该处安全隐患。

“汛情当前，任何小的疏漏都有
可能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何江根说，该市民兵队伍突出以战领
训，训战结合，日夜驻守长江大堤开
展集训，特别增加了5分钟集合上堤、
险情报告与处置、土工作业等科目，
做到发现险情及时，判断险情准确，
抢险措施得力。

长江大堤出险 争分夺秒处险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通讯员 姜帆

汨水滔滔，旌旗猎猎。7 月 14 日
10时许，汨罗江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东
大堤3+400堤段，东线防指指挥长韩
德辉叮嘱管涌处的守浸人员：“时刻
关注，这是目前 5 处险情中最严重的
一处。”发生险情2天来，他每天不下5
次前来督查。

12 日 16 时许，防汛巡查人员杨
辉雄在离河堤仅50余米的稻田中，发
现一处管涌不断有浑水涌出，立即向
镇防指、东线防指报告。

韩德辉和联点区级领导欧明目、
余宏、戴敏波获悉“军情”，立即赶赴
现场。“迅速准备砂卵石、调集抢险队
员！”途中，韩德辉电话调度人力、物
资。不到 20 分钟，60 余名抢险队员、
10车砂卵石就位。

到达现场时，只见口径约20厘米
的管涌处，水流夹带泥沙，翻涌而出。

“出水量每秒达0.2立方米，水头高达

0.5米。”东线抢险技术总负责人易新
怀迅速做出决断，“水势凶猛，马上处
理，以大小砂石分层导浸！”

清理现场，用砂石袋垒起围堰，
破开管涌口。水深约60厘米，须先用
大卵石刹住水头。如何判断成功刹
住？“赤脚能感受水流，我来！”技术小
伙胡威脱掉鞋袜，纵身跳入冰冷的水
中，水瞬间没过腰身。

“刹住水头后，用小卵石填埋，过
滤，再用大卵石压实。”易新怀指挥，
抢险队员排成一字纵队，如传送带一
般，将砂卵石一袋袋运至围堰。

“水中不带泥沙了！”众人松了一
口气。近5个小时连续奋战，灌注卵石
80立方米，耗费编织袋600个。21时
许，出水口渐渐冒出清水。从水中上
来时，胡威的脚早已泡得发白。

一个棚，一盏灯，两个人。深夜，
村民志愿者王凤章、赵孝奇还在守
浸。王凤章头戴探灯，时不时起身查
看：“要求2个小时查看一次，但我总
不放心，要确保万无一失！”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通讯员 夏凡 龚究原

“请把车开过去些，铲车马上就
来！”一顶草帽，一双雨靴，帽檐下月牙
形的眼睛炯炯有神。7月14日15时，汨
罗市白塘镇磊石垸长山堤下，记者的车
尚未停稳，清瘦的彭望仁便迎了上来叮
嘱道。他身后，是轰轰作响的挖掘机和
一条长长的导浸沟。

彭望仁在这条宽约1.5米、长约10
米的导浸沟周围来回走动：“散浸离堤
很近，我不盯着不放心。”

对于上世纪就在当地带队抢险的
“老水利”彭望仁来说，尽管散浸只是
“小风浪”，但他仍保持着警惕。“半铲
沙、半铲卵石就差不多了。”彭望仁电话
调度物资。

61 岁的彭望仁曾驻守垸区乡镇水
利站23年，从职工干到站长。当被问及

为何退休了还来防汛，彭望仁直言：“今
年水大，Ⅲ级应急响应时吴开新喊我来
帮忙。”

他口中的吴开新，正是他的“得意门
生”。1991年，吴开新被分到水利站工程
组。“做事非常认真、非常吃苦。”形容起
自己的徒弟，彭望仁连用两个“非常”。

记者在江南堤找到吴开新时，这位
48岁的水利站长头发灰白，黝黑的皮肤
和清瘦的身材与师傅不相上下。“进站
就跟师傅走。他当抢险队长，我就当副
队长；他当工程组组长，我就当抢险队
长。”跟班工作期间，吴开新善于观察，
爱读资料，不懂就问，积极参加各级专
业技能培训。“如果一处搞不懂，我一夜
不睡觉也要搞清楚。”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默默干
事的吴开新慢慢摸索成了水利专家。
2004年，彭望仁离任时，站里职工都推
举资历最浅、年龄最小的吴开新接任。

亲身经历了几次高峰水位与 1999
年至2000年的堤筑、吹填，参与了数百
次抢险突击任务，接过师傅接力棒的吴
开新已经独当一面。“前几天有一处险，
幸亏我们动作快！”说起处险，不愿谈及
自己的吴开新这才敞开了话匣子……

7 月8 日14 时，高撇洪渠附近村民
给吴开新去电，直呼“大堤要出险了”。

吴开新立即出征，沿路找来村党支
部书记黎建军与2名值守人员。

来到新塘湖段高撇洪渠，吴开新看
见堤身水泥板护坡后已垮塌出一个深

约1.6米、宽约5米、长约3米的大洞。一
旦水泥板不稳，随时有溃堤危险。

吴开新马上向村里调集人手。不到
15分钟，32名村民来了，市水利局技术
人员来了，挖掘机也来了。吴开新指挥
大伙就地取材，把堤身高处的土装满蛇
皮袋，填到水泥板后。足足填了5个蛇皮
袋宽，填至与渠道过水面平齐，在最短
时间处置好了险情。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
持。今年，洞庭湖水位到达32.5米时，吴
开新便上了堤，参加处险不下20次。如
今，“老干”“新枝”齐上阵，二人已成为
大堤上的“定海神针”。白塘镇党委书记
李鲜艳说：“大伙都喜欢吴开新，看到他
就开心，也很放心！”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莫雨凡

“保卫家园，人人有
责。这个奖金我不能要。”
7月13日，益阳市资阳区沙
头镇永明村村民刘玉蛟，
面对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工
作人员送来的 100 元防汛
查险报险奖金，连连摆手。

7 月 10 日，沙头镇启
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的第
三天，刘玉蛟到 1926 年出
现过险情的荷叶塘多次查
险。在中午1时第三次查看
时，他突然看到荷叶下面
有细小的管涌泛水现象。
有着多年防汛经验的他立
马报告永明防汛中队和镇
防指。镇防指第一时间组
织技术人员和劳力现场处
险。

“这里离堤脚只有100
来米，历史上又出现过大
险情，这次幸亏你认真负
责，在密密麻麻的荷叶下
面发现险情早，上报又及

时，否则容易酿成大祸。”防汛技术专
家抵达现场查看险情后，对刘玉蛟的
细致负责大为赞赏。

为尽快处置好险情，刘玉蛟顾不
上自家正忙“双抢”，主动参与到抢险
队伍中。到当晚 8 时，险情得到有效
处置，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

此后的几天里，刘玉蛟主动承担
了值守观察荷叶塘出险点情况的任
务。值守时间之外，他还参加了村里
的防汛队，负责清基扫障和基础设施
的维护维修。“现在防汛要紧，我家的
早稻收割，晚稻插秧，都是请人帮的
忙。”刘玉蛟说。

“我是贫困户，去年在政府帮助
下脱了贫。能为防汛出点力，应当
的。”刘玉蛟一脸真诚。据了解，沙
头镇目前有28名贫困户参加了防汛
战斗。

有勇有谋战高洪
——澧县涔水保卫战见闻

汨水滔滔旌旗猎
——屈原管理区东大堤抢险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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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新枝”齐上阵
汨罗磊石垸两代水利人接力护垸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杨玉菡
通讯员 张海波 陈尚彪

洪水来袭，家园告急！
今年3月以来，益阳共经历11轮强

降雨。受长江和沅水、澧水来水以及城陵
矶“顶托”影响，6月30日，益阳市南汉垸
武圣宫站率先达警戒水位，7月7日达保
证水位。7月11日，全市15个堤垸822.19
公里超警戒水位，其中10个堤垸244公
里超保证水位。洪水来势汹涌，益阳市洞
庭湖区群众头顶“悬湖”，形势危急。

面对河湖水位高、防汛战线长、各
类险情多的严峻形势，益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精心部署，一场与洪水赛
跑、决胜洪魔的战斗骤然打响。

群策群力，筑牢抗洪“安全堤”
7月12日，赫山区八字哨镇岭湖中

队防守堤段，一条 2016 年开挖的导浸
沟出现不正常浸水。益阳市委书记瞿海
现场详细查看，并与大堤值守干部群众
交流，要求不轻视小问题，做到查险处
险万无一失。

益阳市以上率下，实行市级领导包
县、县级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
干部包堤段（湖区）、村干部包水库（山
区）和合理配齐技术力量的“五包一配”
防汛抗灾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益
阳市层层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清基
扫障、巡逻查险等基础性工作，全面提高
防汛抗灾能力。市防指坚持“一天一会
商，早晚两碰头”，及时传达防汛指令，要
求对督查和技术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有效整改到位，并总结出“早、小、好、了”

四字诀，即查险于“早”，处险于“小”，处
险方法“好”，处险成一处、“了”一处。

“你们家摇把井还在用吗？有多久
没使用了？有无异常现象？”7月13日上
午，资阳区长春镇紫薇村一户村民家
中，防洪巡逻队员仔细询问村民。

因连日来外河水位高位运行，长春镇
已出现4次堤脚管涌险情，均由废弃的摇
把井渗水带砂引起。为尽早发现险情、确
保汛期安全，镇防指组织人员对辖区距堤
脚100米内的水塘沟渠、300米内的摇把
井全面排查并登记造册。7月13日起，每
日安排2班专业技术人员对隐患点进行
排查，为一线堤防增加保险系数。

查险处险是一门技术活。益阳市除
了市防指技术组对沅江、南县、资阳等
重点地区进行技术指导外，还聘请5位
熟悉益阳市情汛情、具有丰富经验的老
专家分赴抗洪一线把脉问诊。

“高洪水位不退，我就不撤。”益阳
市水利局退休干部王友泉是被聘请的
老专家之一，在前往沅江市指导抗洪时
立下誓言。到达沅江后，他接连参与茶
盘洲镇、共华镇等几处重大险情处置。
他说：“要用过去的经验，指导现在的抢
险，培养将来的水利骨干。”

截至7月14日10时，益阳市共有3万
多名干部群众对超警堤垸开展巡堤查险，
及时发现处置摇把井渗水、沙眼群、电排伸
缩缝冒水和散浸、管涌等各类险情54处。

与洪水赛跑，守护百姓安全
7月11日，沅江市琼湖街道莲花岛

村遭洪水围困，岛上低洼处的民房被淹
没。接到村民求救信息后，沅江市防指
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迅速组
织人员和船只，转移被洪水围困的村

民。市民政局干部带着矿泉水、方便面、
帐篷等物资，随救援队伍一同前往。

莲花岛村是一个渔村，有撂刀口、
莲花坳、明山、朗山4个洲岛。仅莲花坳
就生活着400多名村民。莲花坳面积约
1200亩，最高处约37米，低洼处34米。
洞庭湖水位上涨，建在低洼平坦处的民
房就泡在了水里。

“岛上进水不深，船只容易搁浅，救
援人员用竹竿撑、双手划，挨家挨户上
门将村民接出。只用2个多小时，莲花坳
400余名村民全部成功转移。”莲花岛村
支部书记刘克辉说，幸亏转移及时，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

琼湖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介绍，汛期
开始不久，莲花岛村就有序转移群众，
目前全村 1200 多人中，老人和小孩已
被接到城区，或自愿投靠亲友，或由政
府统一安置。对部分要求留守岛上的村
民，村里将他们安置在岛上地势最高的
村部，提供临时住所，保障生活物资。

红 烧 肉 、烧 茄 子 、炒 豆 角 、煎 鸭
蛋……这是 7 月 14 日莲花岛村留守岛
上村民的午餐。刘克辉告诉记者，琼湖
街道办事处组织干部上岛开展救助帮
扶，不仅发放大米、矿泉水和方便面等
物资，每天还配送新鲜的蔬菜和猪肉。

“我们两口子留在岛上，有吃有住，在外
打工的孩子放心，真的感谢党和政府。”
50岁的村民夏太山说。

应对山洪地质灾害，益阳分秒必
争。7月9日，安化县成功预警处置大福
镇富民村伏虎六组一起滑坡灾情，提前
安全撤离1户4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科学统筹，防汛生产“两不误”
“今年种了 800 多亩早稻，目前已

收割500多亩，预计7月25日前能收割
完毕，不耽误晚稻的及时播种。”7月14
日，沅江市草尾镇正丰水稻合作社理事
长童正清对记者说。

沅江市一手抓防汛抗洪，一手抓生
产自救。该市派出300多名专业技术人
员深入生产一线指导，各乡镇合理调配
劳动力和农机具，对已成熟早稻及时收
割，对受淹晚稻秧苗和一季稻查苗洗苗
扶苗。目前，该市已投入3600多台收割
机收割早稻，1700 多台旋耕机翻耕稻
田，准备播种晚稻。沅江还将该市4个蔬
菜企业推荐加入益阳市蔬菜产业联盟，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产销区销售，
降低农产品受汛情影响滞销的风险。

“这 260 亩是昨天抢排出来的，今
天正在组织重新翻耕，明天就能抢种
了。”7月14日，南县鑫瑞祥稻虾种养专
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刘超军介绍，受连
续暴雨影响，该合作社的 1400 多亩稻
虾田受淹面积达九成。

灾情发生后，该合作社第一时间组
织社员用水泵、潜水泵抢排渍水，但仍
有 600 多亩正处于分蘖盛期的一季稻
因抢排不及时，导致浸泡时间过长，需
要改种。为降低受灾损失，该合作社在
镇农技部门帮助下，与湖南溢香园粮油
有限公司签订改种订单合同，将受灾田
改种生长期较短的水稻品种佳优长晶。

目前，南县正组织人力和设备，及
时修整堤埂、抢排渍水。同时，该县组
织农技专家，对全县 12 个乡镇灾情开
展实地查看，及时下发减灾补损技术
指导意见 5 万份，实地指导农户开展
农作物灾后补种、间苗、施肥、病虫草
害防治等，力争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
损失。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颜雨彬 李玟）今天凌晨5时
许，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的225名
队员和45台救援车辆，携带30只舟艇，
抵达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支援当地抗
洪救灾。

连日来，江西境内持续强降雨，鄱
阳湖水位突破1998年历史极值，多地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目前，江西省已启动
防汛Ⅰ级响应，进入战时状态。

针对江西境内的严峻汛情，湖南省
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派抗洪抢险专业
力量增援。据悉，该批增援力量由衡阳
支队、郴州支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
抗洪抢险救援队、长沙支队通信和战勤
保障分队、邵阳支队战勤保障分队组

成，抵达彭泽县后即与当地防指进行会
商，并领受任务。

根据安排部署，今天早上 6 时 53
分，我省增援力量前往太泊湖水产场及
五甲阳排涝站开展排涝工作，保护2万
亩稻虾共种基地、300多户居民的家园
和1万多亩农田作物。目前，各项救援工
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鏖战“悬湖”保安澜
——益阳市防汛救灾纪实

我省消防调派抗洪抢险专业力量援赣

生产自救 抢插水稻
7月14日，龙山县苗儿滩镇六合村，农民在田间抢插水稻。6月下旬以来，该县多次遭受暴雨袭击，部分农田被淹，农民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及时补育秧苗，降低暴雨造成的损失。 曾祥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