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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力 曾万红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截至 7 月 15 日，南洞庭湖维持高
洪水位已有半个月。在益阳市防汛抗
灾战场上，活跃着这么一支特殊队伍，
他们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却在抢险
一线中彰显党员风采，在风口浪尖上
展现专业素养。他们就是退休后重返
抗洪抢险一线的魏遐林、李荣华、王友
泉、曾冬生、吴顺南五位老专家。

7 月 9 日，益阳市委书记、市防指
政委瞿海主持召开防汛专家座谈会，
请魏遐林、李荣华、王友泉、曾冬生、吴
顺南等老专家对当前防汛抗灾工作提
建议。五位老专家表示，汛情越是紧张
复杂，防汛工作就越需要专业技能和
经验。大家之前长期在防汛一线摸爬
滚打，现在虽然都退休了，但只要条件
允许，非常乐意为防汛工作发挥余热。

益阳市防指同意了五位老专家的
“请战要求”：魏遐林、李荣华坐镇市防

指协助指挥调度，王友泉、曾冬生、吴
顺南分别赶赴沅江市、资阳区、南县指
导抗洪抢险。

魏遐林从益阳市分管防汛的副市
长岗位退休以后，依然心系防汛，经常
到市防指拿起雨水情报表仔细研究，
和市防指的同志交流意见，为科学调
度指挥建言献策。他还协助市防指规
范查险报险制度，制定了《湖区防汛工
作督查内容清单》，明确查险处险“四
查四看”内容。为确保提出的建议科学
有效，今年入汛之前，魏遐林邀请李荣
华、曾冬生两位老专家，和市防指相关
人员组成调研组，驱车近 2000 公里，
对益阳市 30 余处工程、200 余公里一
线防洪大堤开展实地调研，认真分析
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建议，
夯实防汛基础。

李荣华曾担任益阳市水利局局长
多年，理论知识尤其丰富。在职期间，
他编著水利专著多部。在今年5月举办
的益阳市“洞庭湖区防汛抢险暨舟桥

救援演练培训课”上，李荣华讲授湖区
防汛抢险知识，数易其稿，使授课内容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参与培训的学员
纷纷表示，李荣华老局长上课引用的
案例生动形象，教授内容可操作性很
强。李荣华还对益阳市“防汛抢险四张
图”制作、“以船代仓、以车代仓”物资
如何科学布点进行了指导。这两项经
验做法目前已在全省推广。

王友泉是益阳市水利局原调研
员，在职时曾多年从事湖区工程建设
和防汛工作。到达沅江市后，他接连参
与几处重要险情处置，白天晚上连轴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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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险
过程中，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现场
教学，在实战中做好“传、帮、带”，着
力提升参与查险处险人员的专业技能
和水平。他充分运用微信视频等现代
化手段远程“会诊”，指导技术人员科
学做好抢险处险前期工作和后期管
护。

曾冬生是益阳市水利局原副局
长，有 30 多年的抗洪抢险经验，累计
参与处置千余次险情。在五位老专家
中，曾冬生年龄最小。因此，他主动要
求当查险处险尖兵。一到资阳区，他
就带领干部群众对全区一线防洪大
堤进行技术巡查，对巡逻查险、浸沟
开挖、堤段防守、剅管涵闸守护等工
作流程制定标准，确保查险不留死
角。连日来，他已先后成功处置长春
垸管涌、刘家湾管涌、茈湖口田园管
涌等险情。

吴顺南是益阳市水利局原总工程
师，南县人。此次洞庭湖涨水，导致南
县6个堤垸全部超警戒水位，其中部分
超保证水位。吴顺南心系家乡安危，不
顾自己身患肠癌，在家人的支持下，坚
决要求到南县参加抗洪抢险。连续 4
天，他坚持把整个南县一线防洪大堤
检查了一遍。他说：“不亲自看一遍心
里不踏实，睡不着觉。能为家乡防汛做
点事，再苦再累也值得。”

防汛老专家重上战场

孙振华

此轮汛期，在益阳防指和高洪水位
堤段，活跃着魏遐林、李荣华、王友泉、曾
冬生、吴顺南等5位老专家的身影。这几
位老人，都已退休，有的已过古稀之年。
炎炎夏日，他们本可以在家里吹着清凉
的空调，看看电视，含饴弄孙，或在花木
掩映的公园里遛弯聊天，但为了家园的
安澜，他们主动请缨，冒着炎热酷暑，重

上防汛抢险一线，这种奉献精神的确令
人钦佩。

防汛抢险，让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重上“战场”，也的确很有必要。

防汛，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活”。如
何开导浸沟，如何查处沙眼，如何查堵
管涌，如何筑垒防洪子堤，如何堵口，
等等，都有门道。防汛，也是一个典型
的“经验活”。如何根据天气、水文情
况，合理安排泄洪、防洪，都需要凭着

丰富的经验来综合作出判断，及时作
出调度。

这些年，由于三峡工程的防洪调节
作用，加之各地防洪大堤得到加固，全省
防大汛的频次少了，压力小了，不少年轻
人对防汛抢险的“套路”已不太“门清”，
特别是拥有丰富的防汛抢险经验的专业
人士已有些“青黄不接”。对此，除对年轻
人加强防汛抢险知识系统培训外，如何
充分发挥一批防汛抢险“老把式”所长，

显得尤为重要。俗话说，“姜还是老的
辣”，他们可以坐镇防指协助指挥“作
战”，也可以深入一线当好排险除险处险
参谋。这种一线“活生生”的示范，对培养
年轻人防汛抢险能力来说是最好的“传
帮带”。

防汛抢险，老专家主动出马重上
一线令人肃然起敬，各地还应该有意
识地请出一些身体硬朗的老专家“出
山”。在此过程中，着意培养一批年轻
的防汛抢险“行家里手”。湖南一湖四
水，汛情永远是不容忽视的省情，防汛
抢险永远是放不下的话题。

湘经评 防汛，“姜还是老的辣”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7月14日上午，记者随益阳市资
阳区水利局副局长、区防汛抗旱指挥
部民主垸分部技术负责人谢海涛，带
领技术人员对垸内 4 个出险点“回头
看”后，时间已是 13 时 10 分。饥肠辘
辘的一行人，才在路边餐饮店匆匆扒
了口饭，又赶赴下一个出险点。

谢海涛是资阳区水利局防汛的
“老把式”。1995 年，他从部队转业后
就一直在资阳区水利系统工作，单是
抗洪抢险，就曾荣立三等功 2 次，还
多次被评为省、市、区“防汛抗洪先进
个人”。7月14日，是谢海涛自资阳区
茈湖口镇和张家塞乡7月4日启动防
汛Ⅲ级应急响应以来，驻民主垸战斗
的第 11 天，也是他连续 11 天没回
家，即便两个儿子就在张家塞乡 70

多岁的父母家度暑假，他也没顾得上
去看一眼。直到 14 日 11 时许，他查
险路过张家塞大潭口电排附近，遇上
在水利系统工作一辈子的父亲谢立
夫，带着就读长沙理工大学水利水电
工程专业的儿子谢培在大堤上看水
情，一家三代才短暂相聚了 10 来分
钟。

这些天来，谢海涛到底有多忙？
民主垸分指挥部技术专家孟长庚说
了这样一件小事：“他忙到连刮胡子
的时间都没有。胡子蓄了多天，还是
昨天有人从车里取了剃须刀让他在
大堤上刮的。”

“一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是常态，
能在晚上 11 时爬上床那是万幸。”
双眼露着血丝的谢海涛笑道。他的
工作日志上，更将“忙”字写得透彻。
7 月 13 日 6 时 20 分，张家塞乡晏家

岔闸门渗水，他和技术人员当场拿
出处险方案，安排好现场 24 小时值
守人员；11 时，闸门渗水险情得到有
效控制后，又赶赴张家塞大堤北线
山田六队出险点查看处险情况，查
阅现场值班人员工作日志；13 时，吃
过午饭打个盹后，便到沙头镇永明
村刘家湾荷叶塘出险点“回头看”；
16 时，回分指挥部开防汛调度会；19
时 20 分，再到晏家岔闸门观察险情
处置后的情况；21 时 17 分，接到沙
头镇镇长高声波的报险电话，立即
赶赴沙头镇华兴村莫春堂拿出处险
技术方案。7 月 14 日凌晨 1 时处险完
毕，返回分指挥部。

“以我无眠，换你无忧，就是我最
大的心愿。”谢海涛说，这是他的心
声，也是千万个奋战在防汛一线干部
群众的共同心愿。

资阳区防汛技术专家谢海涛连续奋战11天；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

“以我无眠，换你无忧”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记者 黄
婷婷）进入主汛期后，湘江江面垃圾
暴增，湘江水面保洁进入紧急清理垃
圾阶段。据长沙湘江水面保洁队现场
调度负责人徐建平介绍，进入主汛期
以来，昭山到湘阴段 89 公里的江面
上，每日打捞上来的垃圾近60吨，是
非汛期的10倍。

据了解，今年汛期，湘江下游水
面回流，导致江面整体水流缓慢，垃

圾多漂浮和积堵在岸边的浅水区域，
大型自动机械清理船无法进入，需人
工打捞处理，给清理工作造成了不小
的麻烦。

目前，长沙湘江水面保洁队保持
每日12小时循环清理的频率，共派出
62 条船和近百名水面保洁队员在江
面实时打捞垃圾，并安排无人机巡
查，对垃圾多的水面区域及时进行调
度，确保湘江清洁。

汛期湘江江面垃圾暴增
湘江昭山至湘阴段，每日打捞垃圾近60吨

湖南日报7月1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
婷婷）今天，三湘大地处于雨
水减弱的间歇期，而湘南持
续高温。省气象台预计，15
日除湘西北局地有阵雨外，
其他地区天气晴好；16日降
雨范围及强度有所加大。

实况资料显示，昨天8
时至今天 8 时，湘北、湘东
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到中
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零
星降水，最大雨量45.7毫米

（郴州桂阳方元镇白沙村）；
最高气温湘东南35至37摄
氏度，其中郴州资兴达38.4
摄氏度，湘西北、湘北25至
27 摄氏度,其他地区 31 至
33 摄氏度；最低气温湘东
南、湘南25至27摄氏度，其
他地区22至24摄氏度。

省气象台今天16时再
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
14 日 20 时至 15 日 20 时，

长沙南部、株洲、衡阳、邵阳南部、郴州、
永州将达35摄氏度以上，其中衡阳、株
洲、郴州及永州北部局部地区将达37摄
氏度以上。省气象台预计，15日，湘西北
处于副高西北侧边缘，局地有小到中等
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好，湘东南部分地
区将有高温天气；16日西南急流加强，
雨区范围及强度有所加大。

省气象台专家提醒，近期相关部门
需加强防范中后期湘中以北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
害和城乡积涝等灾害，高度关注澧水流
域、沅水流域、资水流域、湘江流域中下
游及洞庭湖区汛情发展。同时需关注长
江中上游持续强降雨对洞庭湖区防汛
的影响。另外，湘南降水偏少，注意做好
蓄水保水工作，提前采取抗旱措施。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 刘章

“要不是供电公司当天及时抢
修，养殖场损失就大了。”7月12日，芷
江侗族自治县土桥镇肖家坪村炉坪
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毛瑞炎高兴地说。

7月10日下午，暴雨造成养殖场
外山体滑坡，为养殖场及26户村民供
电的10千伏竹坪铺线肖家田分支龙
口台区电力设施受损。下午5时，国网
芷江供电公司党委书记严拯带领应

急抢险队伍赶赴现场。
炉坪养殖场位于肖家坪村石河溪

组的高山上，崎岖山路有10多公里，
一路上抢险队伍小心翼翼驾车前行。

到达现场后，应急抢险队伍赶紧
检查受损的电力设施，发现修复线路
要重新安装两基电杆，架设310米电
线，现在施工显然是来不及，只能联
系应急发电车。

“今晚要是来不了电，2000只猪
崽送水投料就成了问题。”养殖场负
责人毛瑞炎焦急地对严拯说。“老乡

放心,今晚我们一定把电送上，一户不
少!”严拯说。

施工现场，先期赶到的抢修人员
冒雨将变压器出线解列并连上延长
电缆。晚8时许，应急发电车到达后，
大家齐心协力迅速安装调试。20分钟
后，发电机响起来，村民家的灯亮了，
养殖场的换气扇转了，毛瑞炎和26户
用电群众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11日下午4时，10千伏竹坪铺线
肖家田分支龙口台区线路修复完毕，
恢复供电。

“老乡放心，今晚一定把电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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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 14日讯（记
者 李永亮 见习记者 颜青 通
讯员 梁超）今天，一列造型、涂
装极富郁金香元素的地铁列车
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城轨事业部缓缓驶出，宣告首列

“中国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新
机场线地铁列车下线。

据介绍，从接下订单到完成
研制，这列地铁仅耗时 6 个月，
创造了新造地铁列车下线的世
界纪录。标志着我国首个出口海
外的120公里/小时速度等级全
自动无人驾驶大轴重车辆，将服
务亚欧大陆桥新机场。

这款下线地铁列车采用 4
节编组，最大载客量1100人，是
中车株机自主研发的最新成果，
具有高颜值、智能化、更安全、更
舒适 4 大特性。其中，最引人关

注的，是采用全自动驾驶设计，
后续能适应各种无人驾驶运行
场景需求，首次开发满足 SIL2
安全等级的全新控制系统，列车
控制更加安全。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著名旅游
胜地，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每年有2
亿乘客吞吐量。今年1月，中车株
机与土耳其交通部基础设施投资
总局签订协议，研制176辆地铁
作为伊斯坦布尔新机场与市区的
主要公共交通工具。该项目启动
后，中车株机组建专项试制团队，
在株洲300余家产业链企业的协
作下，克服项目周期紧、疫情等不
利因素，圆满完成了研制任务。

据悉，从2009年开始，中车
株机自主研发的轻轨、地铁等产
品先后服务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及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等地。

6个月完成研制，创新造地铁列车
下线世界纪录

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将迎“中国造”地铁列车

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7月14日，湘江与浏阳河交汇处，长沙湘江水面保洁队在江面上清理垃圾。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黄婷婷 摄影报道

抢修水毁设施 保障群众安全
7月13日，宁远县柏家坪镇长岭上村，村民在舂陵河搭架木桥，抢修水毁设

施。连日来，该县各灾区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防汛减灾一线，抢修农业、交通、
水利、电力等水毁设施，尽最大努力减轻灾害损失，确保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乐水旺 摄7月14日，中车株机研制的伊斯坦布尔新机场线首列地铁列车下线。 张灿强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一二三，一二三，加油！”7月14
日上午8时，在长沙三汊矶大桥下的
江面上，龚平锋和两位同伴蹲在船
上，水里还站着 4 个人，穿着水裤套
鞋，两伙人一边拉一边托，“哗啦”一
声，一张黄色的单人沙发被拉出水
面。

“岂止沙发，死猪、鞋子、桌布……
什么‘奇葩’的垃圾都打捞上来过。”
龚平锋用江水洗洗手，站起身说。

龚平锋是长沙湘江水面保洁队
的一员，今年 56 岁。每天清晨 6 时不
到，他便和20多位清洁队员一起，穿
上救生衣，从湘江回龙洲出发，撑船
前往三汊矶大桥，开始一天的垃圾打
捞。他们负责的是三汊矶大桥到拦河
坝之间的水域清洁。

成片漂浮的水草容易腐烂影响
水质，要及时打捞；汛期枯树枝多，大
树枝无法用网打捞，就下水扛上船；
白色垃圾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最影响
湘江美观的东西。

“现在水位慢慢降低了，水面消
落区草地上的垃圾、树枝上挂着的垃
圾，也要我们来清理，一天到晚忙不
赢。”连捞带捡，龚平锋所在的船上不
一会儿便堆满了垃圾。

他告诉记者，三汊矶大桥下是水
面垃圾的一个堵点，进入主汛期以
来，捞刀河的垃圾也飘到这里。每天
清晨，他们都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拖
走五六船垃圾，才能将桥下清理干
净。

母山基地、“港达6号”、青竹湖社
区……20多公里的水域，清理三汊矶
大桥下的垃圾堵点，只是龚平锋一天
工作的开始。

转眼到了上午 9 时，阳光已十分
毒辣，龚平锋一手拿打捞网，一手撑
杆，戴上草帽继续打捞，汗珠一颗颗

滚落下来。
“热点没事，只要不下雨。”龚平

锋说，“从6月开始，一下雨，我的心都
揪起来了。”

龚平锋是华容县团洲乡团结村
人。7月10日，晚间暴雨淹没了村子，
他的老伴只得连夜带着家人，紧急撤
离到镇上的救灾点。

龚平锋打开微信亲戚群里的视
频，村级公路已经淹没成汪洋，洪水
冲进龚平锋家里，灶台上的锅碗瓢盆
在浑浊的洪水上飘来荡去，屋前的菜
园子也“泡汤”了。

“家里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我
好担心啊！”龚平锋说，前阵子，他每
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

幸好，镇上救灾及时，天气也放
晴了。“不用担心家里，洪水今天退
了！”6时22分，龚平锋收到外甥发来
的微信，点开图，看到前几日被淹了
一半的家重新露出了“真容”，龚平锋
长舒了一口气。

他告诉记者，湘江水面保洁队队
员大部分来自岳阳、益阳和常德等湖
区，也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
由于汛期是湘江江面垃圾清理最繁
忙的时段，大家一方面担心着家乡的
灾情，一方面担负着美化湘江的职
责，吃饭都在船上将就解决，只想汛
期过去后能回家看看。

“江面上的垃圾一年比一年少
了，我们的任务也轻多了。”龚平锋在
江面上一干就是 5 年，据他说，前几
年，湘江一到汛期，江面上的垃圾多
到船都开不动，如今只需清理洄水湾
和船舶停靠处的垃圾堵点，工作量大
大减少。

“早点清理完垃圾，早点回家。”
龚平锋笑着朝记者挥挥手，和队员们
继续往下游驶去，船过无痕，只留下
一片平静清洁的水域。

湘江上的“美容师”
——长沙湘江水面保洁队打捞垃圾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