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跳堂
家已被洪水包围，年逾8旬的老大妈，还站在大门口

蹲守。乡纪委书记 过齐腰深的水，展开一场——

生 死 救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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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刘立林）日前，湖南黄金集
团反应迅速，科学组织，成功处置一起
河水倒灌矿井的险情，并安全救出 40
多名被困员工。

6 月 30 日，黄金洞矿业 40 多名员
工因水位突涨后河水倒灌被困井下，更
加危险的是，周边山体垮塌导致交通要
道中断、尾矿库水位逼近警戒线。

险情十万火急，湖南黄金集团按照
应急预案，迅速组织100余名党员奔赴
一线，13 台各型工程车辆连续作业抢
险，在6小时内堵住倒灌缺口并救出井
下全部被困员工；清除道路障碍后在尾

矿库利用油布、沙袋大规模加高加固堤
坝，24小时内成功解除全部险情。

7月10日，新龙矿业因山体滑坡导
致羊皮河尾矿库左坝肩沟堵塞，公司迅
速组织20余名应急队员装运沙袋截流
并清理肩沟内杂物，在4小时内成功解
除尾矿库水位快速上涨的险情。

湖南黄金集团旗下矿山类子公司集
中分布在岳阳、邵阳、怀化、衡阳等暴雨
区域，且尾矿库、矿井和井下作业人员较
多，防洪防汛压力巨大。进入汛期后，集
团快速反应，要求各子公司加强汛期值
班值守和汛情报告，认真组织防汛安全
隐患大排查整治，完善应急预案。

6小时40多名员工安全升井
湖南黄金集团成功处置河水倒灌矿井险情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向民贵 胡灵芝

“要不是他拼命把我背出来，我就
被洪水带走了。”7月12日，泸溪县白羊
溪乡白羊溪村，86 岁的杨小莲看见该
乡纪委书记刘江波在街道上帮助居民
灾后自救时，想起自己被救时的画面，
激动地对邻居说。

7月8日凌晨，白羊溪乡普降大到
暴雨，最大降雨量超200毫米。该乡多
山地、丘陵，白羊溪村所在地地势低
洼，一条溪流环村而过。持续的强降
雨，使溪面水位4小时内暴涨7.85米，
溪道沿线房屋、农田被淹，情况危急。

“农贸市场位置低，今天又赶场，得
过去支援。”一大早就在街道上转移群
众的刘江波带领2名同事立马赶过去。
农贸市场上有130多个摊位，有的人在
转移货物，有的群众在购买货物。

“洪水翻过水泥桥头了，大家赶紧走，
性命要紧！”洪水来袭，刘江波在大雨中东
奔西跑，高声催促大家迅速转移到高处。

洪水不断涌进，短短几分钟，洪水
涨到齐大腿。

“快看，那里还有个人。”还没站
定，刘江波就听到群众惊呼起来。赶紧
看过去，一个老大娘站在自家门口。她
家正处在溪流拐弯的水泥桥头对面，
湍急的水流直冲大门口。

“我去，这里是漩水，最危险。”刘江

波迎着齐肚脐眼深的洪水使劲蹚过去。
“我要守屋，这房子是我孩子千辛

万苦才建起的。”老大娘是白羊溪村居
民杨小莲，孩子都外出打工了，就剩下
她在家守屋。

“洪水在向这边冲来，这屋守不
得，我背都要把你背过去……”刘江波
一把背上杨小莲往回赶。

此时，洪水已经涨至胸部。刘江波
嘱咐杨小莲抓稳自己，一只手背她，一
只手游泳。

十米，九米，八米……裹挟着泥
沙、枝条的洪水像一头怪兽一般打着
滚、嘶吼着奔流而过。再加上杨小莲体
型偏胖，刘江波每前进一米都艰难万
分，随时都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

“你放下我，我这老命不值钱，你
快走。”杨小莲不希望自己拖累他。

“你别说话，会呛水，我们要使劲
游过去。”在这紧要关头，刘江波简短
叮嘱杨小莲，咬着牙使劲向前游。

接近岸边，刘江波看见两个同事
和群众拉着手排成人墙在接应他。他
拼出全部脚力、手力向前奔去。四米，
三米，终于，同事拉住了他。

转移到高处的杨小莲回头看自己家
一楼已被淹没，86岁的她哭得像个孩子：

“感谢年轻人，救了我这个老太婆。”
雨还在下，水位还在上涨，刘江波

来不及歇口气，立即转身投入到另外
一场救援。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王倩

“围住了！围住了！”7 月 16 日傍
晚，华容县团洲乡团北水场防汛大堤
传来捷报。历经3个多小时奋战，当地
干部群众成功控制一处险些造成洞庭
湖防洪大堤溃口的管涌险情。

当天14时许，团洲乡团北村防汛
“户长”杨建峰在团北水场东北沟附近巡
逻时，突然发现管涌险情，随即向乡防指

报险。东北沟位于团洲乡四营大堤14号桩+
800米处，距洞庭湖一线防洪大堤堤脚仅
260米，当时水不断向上涌，情况危急。

接到险情报告，岳阳市防汛联县
领导、市政协副主席刘铁健，驻乡县级
领导、华容县副县长张兴隆与县政协
副主席廖权赋率领乡防指负责人和乡
工程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督战。机动
队潜水员立即下水查险，发现水下沙
盘直径1.5米、高0.35米，沙盘中间有
0.3米的孔洞，用竹竿探测，深2.1米。

现场指挥组成员紧急会商，确定
处置方案，做出部署：向县防指报险；

“以车代仓”车辆运砂卵石到位；所有
可调动力量全员参与抢险。

面对险情，华容干部群众迎难而
上。约半小时，团洲乡四、五、六营冲锋
在前，各营负责人带领50名劳力赶到
现场；乡机动队全员到位；医疗保障组
到达；派出所干警赶到现场维护秩序；
电力部门架起照明线路；后勤组将纤维
袋、饮用水等物资迅速送来；岳阳市国

资公司驻团洲防汛工作队也来了……
“抢险队，加油！”16时30分，东北

沟喊声震天，抢险队伍组成倒“U”字形
人链，迅速展开砂石装袋、传送工作，一
个直径4米、高度1.8米的砂砾石反滤围
很快成形。抢险人员还在反滤围中间铺
压60厘米粗沙，反滤围上面铺压120厘
米厚卵石，比水面高出至少20厘米。

17 时 50 分，险情处置顺利完成。
目前，团洲乡防指派人，24 小时蹲点
不间断观测。

鏖 战 团 洲 北
——直击华容县团洲乡管涌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通讯员 王吉平 王琼

7月15日12时许，岳阳市君山区
柳林洲街道濠河村防汛连炊烟袅袅，
饭菜飘香。临时帐篷内，2口大锅冒着
热气，辣椒炒肉、小炒鸡丁、豆角、苦
瓜、猪血汤等菜品都已上桌。防汛队员
巡堤归来，围桌而坐，大快朵颐。“生活
比家里还好呢！”忙碌了半天的傅雨龙
说完又添了一碗饭。

见记者到来，村妇联主席周培兵
连忙搬出个大西瓜，热情招呼。“这是
我们的‘防汛前线炊事班’。”周培兵对
记者说，“我和炊事班长刘平桃负责让
大家吃饱喝足，全力以赴防汛抗灾。”

“21个巡逻队员3班倒，2小时巡

一轮，不间断巡查1500米堤段。”刘平
桃边收拾碗筷边说，“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防汛有需要，大家都主动上阵。每
天还有村民送来自己种的蔬菜呢！”濠
河村的男性大都在外打工，妇女们“代
夫从军”，毫不示弱。刘平桃因厨艺好，
被推荐当了大厨。

旗帜精明鼓角雄，江淮草木尽闻
风。连部驻扎的迷彩帐篷上，3 面红
旗迎风招展。掀开带有防蚊纱布的双
层帆布门，只见吃住用品一应俱全，
俨然一个温馨的小家。“人”字屋顶
下，空间宽敞，地面还铺有防滑的仿
架空层木地板。

进门左边，桌面上整齐摆放着巡
堤查险记录、上级督查记录本、防汛
工作图册，还有一箱医疗药品。右边
是充电区，8个照明电筒一字排列，随
时等待出征。

再往里走，是休息区。6张木板床
双排摆放，每床都铺着凉席，挂着乳白
色蚊帐。“我们这还装了水空调，晚上
凉快着呢。”连长左明常住在帐篷，还
从家里带了一床粉红被子，他说：“让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死守大堤！”
像这样的连部，君山区共有59个。

住在左边第一床的是年过花甲的
党员傅雨龙。“我历经多年防汛，哪有

现在的条件好。”傅雨龙说，“那时候的
帐篷就是用木头搭的，再覆盖一层防
雨布。”7月4日上堤后，他就驻扎在这
里，没有回过家。

“一日三餐有饭吃，饿了还能吃点
水果、零食。”傅雨龙指着日常用品区
的物资告诉记者，“这些都是爱心人士
捐赠的。”帐篷最内侧，50 余箱方便
面、20余箱矿泉水、10余箱八宝粥、7
袋西瓜、4箱梨码得整整齐齐，给队员
们提供最安心的保障。

“人在堤在，堤在家在。”傅连香是
第一次参加防汛，没想到吃住都不用
操心，“吃得好，住得好，当然有干劲！”

“巡逻喽！”吃过西瓜，傅连香和队
友们高举五色彩旗，又开始新一轮巡
查。而周培兵则拿起火钳，清理垃圾，
分类放入垃圾桶中：“要搞得干干净
净，才像个家！”

堤上安“家”
——岳阳市君山区防汛后勤保障一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盈富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7月16日，
王凤和30名同学早早赶到桑植县一中
考点，参加当天的初中毕业会考。

王凤是桑植白石学校初三学生，7
月 14 日，她和同班 30 个同学在老师
带领下，经8个多小时跋山涉水，途中
换乘三路中巴，绕开塌方路段，平安赶
到县城参加考试。

白石学校是桑植最偏远的学校之
一，离桑植县城120公里，平均海拔在
1100米以上，被称为“云端”学校。

进入 7 月，离会考的日子越来越
近。然而，从7月8日开始，持续性降雨
造成桑植境内多处道路坍塌，白石学校
通往县城的公路出现严重山体塌方和
路基受损，有大小塌方30多处。

为确保村民顺利出行，特别是确
保白石学校初三学生顺利参加毕业会
考，桑植县相关部门和人潮溪镇全力
抢修损坏道路。

可是，由于部分道路路基毁损严重、
大型机械进不来，加上存在二次塌方风险，

抢通任务未能全面完成。为了不影响学生
考试，白石学校向有关方面请示后，决定
从道路垮塌点绕行，再乘车前往县城。

14日一大早，学生们在白石学校
集合，先乘车到坍塌路段，然后翻山越
岭，绕过塌方路段，再乘坐汽车，到达
下一地点。

“期间要走 2 个多小时的陡峭山
路，好在大山里的孩子吃得苦，不怕走
山路。”班主任向华说，他不担心孩子
们爬山吃苦，最担心的是怎样安全通

过危险路段。
听说孩子们要绕过塌方路段，人潮

溪镇政府工作人员和中里村以及石门
垭村两个村的党员干部，提前来到路口
等待，他们手持镰刀，遇枝砍枝、遇草割
草，很快把一条上山“捷径”清理出来。

翻越山岭中，学生们你拉我一把、
我扶你一下，互相鼓励，携手共进。途
中，没一人抱怨，没一人掉队。

到人潮溪镇政府吃过午饭，同学
们再次换乘车辆，坐车4个多小时，下
午5时左右顺利来到桑植县城。

向华把学生跋山涉水赶考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很快刷了屏。

跋山涉水来“赶考”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邓志强 易松）7月12日，岳
阳市云溪区长江干堤防汛值守人员在巡
查中发现，陆城镇天螺山电排压力水箱
与箱涵接头处出现渗水。接到报告后，区
防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调派技术专家、
抢险车辆赶往现场。经过7个多小时的奋
战，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并安排专人24
小时轮班值守。

“要充分发挥水利技术队伍和老
专家、老同志作用，落实专业找险队伍
与群众报险相结合，建立快速有效的
查险处险机制，及时发现、报告和处置
险情，查早、处小、抢了，严防小险发展
为大险。”正在该区督查防汛工作的岳
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任向伟雄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
建新，第一时间赶赴抢险现场，详细了
解险情后迅速作出部署。

从 13 日开始，云溪区迅速组织 8
名市、区专家为长江干堤穿堤建筑物
进行全面“体检”。曾在原道仁矶水管
站工作几十年的74岁老党员董光旭主
动请战。董老是名副其实的“老水利”，
参加过1996年和1998年抗洪抢险。他
和其他专家一道，对长江干堤云溪段
的 18 处穿堤建筑物和 12 处穿堤管线
开展全面探查工作，同时对正在巡堤
查险的值守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传授
查险技巧，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目前，该区长江干堤所有穿堤建筑
物和穿堤管线全部完成“体检”，汇总问
题清单，提出了7条处理意见。后段，该
区将继续强化战时思维，保持战时状
态，树牢打持久战思想，密切关注汛情
雨情变化，做好监测预警，加强巡堤值
守，认真排查隐患，完善应急预案，落实
防汛责任，确保防汛工作万无一失。

云溪为长江干堤
穿堤建筑物“体检”

洪水过后
清理忙

7月16日，干群在清理亲水步
道杂草和生活垃圾。洪水退去后，
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路社区立即展
开灾后清淤工作，组织干部、群众
和志愿者对捞刀河沿岸河堤及河
面垃圾进行清理，还市民一个清洁
舒适的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向民贵 向晓玲

“最近大雨不断，湖南不少地方已
经受灾，你们密切关注沅水水情变化，
把最新情况及时告诉我。”7 月 12 日，
家住泸溪县卫生局家属楼、今年96岁
的抗美援朝老兵门志敏连续给儿孙打
电话，关心水情变化。他通过看电视读
报纸掌握了不少动态，但生怕有遗漏，
故而一再叮嘱晚辈。

入朝作战，荣获3枚军功章
门志敏是山东省蓬莱市小门家镇

人，17 岁投身革命，先后参加平津战
役、渡江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已在
42军124师卫生部防化科工作的门志
敏与战友们一起奉命入朝。他所在部
队先后参加了 4 次战役，打得最为艰
苦的是黄草岭阻击战，在这场战斗中，
志愿军顽强阻击敌人整整13天。

有一次，门志敏和战友们转运伤
员，因为天色已暗，他们将20多名伤员
紧急包扎治疗后，转移到一处防空洞隐
蔽起来，待天亮再往后方转运。洞里人
多无处容身，门志敏就在洞口一间废弃

的腌菜棚子里临时安身，不料第二天大
清早美军飞机来投弹轰炸，炸弹溅起的
泥土把他埋了起来，好在弹片没有打到
他。飞机一走，他爬出土堆，和战友们迅
速转移伤员，顺利回到后方。

战争结束，门志敏戴上了3枚军功
章，受到彭德怀司令员亲切接见。

雨夜排险，引来两代人感恩
1954 年底，门志敏从驻广东部队

转业，来到条件艰苦、贫困落后、急缺
干部的湘西州，先是在州疟疾防疫站
工作，3 年后调到泸溪县卫生系统工
作，直到1984年离休。

当时，湘西州不少地方不通公路，
下乡工作靠走路，而哪里最难走，哪里
就有门志敏的身影。龙山、桑植、凤凰等
地一度疟疾严重，门志敏带着队员跋山
涉水下乡灭蚊防疫，召开群众大会宣讲
卫生知识，有效阻止了疟疾传播。

1973年至1975年，门志敏在泸溪
县合水镇横坡村驻点工作。他跟村民
打成一片，办实事解难题，深受群众喜
爱。1974 年夏，山寨连下大雨，一天夜
里，生产队长张再贵一家六口沉睡梦
中，浑然不觉外面雨越下越大，山洪暴

涨。门志敏历经部队磨炼，具有灾害防
御意识，他连夜打着手电排查水库、山
坡、村寨，认为住在山坡上的张再贵家
最为危险，于是急忙赶到张再贵家，将
一家人从睡梦中叫醒，带着他们转移
到了村部楼里。第二天一大早，张再贵
向家中走去，沿途看到多处塌方，自家
房子也冲没了，很庆幸门志敏叫他一
家及时转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此
后，他常对人说：“门志敏真是我们家
的救命恩人哪！”

时光一去几十年，张再贵报恩的
心愿始终未泯。他几次到县城找寻恩
人 ，却 因 种 种 原 因 没 有 找 到 。2016
年，张再贵身染重病，自知见上恩人
一面已经希望渺茫，便把女婿舒清安
叫到床前，嘱咐他一定要找到恩人，
当面表示感谢。不久，张再贵离开了
人世。

随后，在泸溪县委宣传部、组织部
和县卫生局帮助下，舒清安终于找到
了门志敏。2019年7月5日，他从千里
之外的打工地驱车回到泸溪，见到门
老，向他敬献鲜花，表达全家人对他的
感谢。跨越两代人的感恩之旅，终于有
了一个圆满结局。

捐款1万元，助力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如今，门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
耳聪目明，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两三个
小时，关心国家大事。今年 2 月 24 日，
他来到县委组织部老干室，捐赠1万元
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他对工作人
员说：“这次我上不了前线，但我有多
大力还是要出多大力。”

从2018年“八一”建军节开始，老
人重新捡起停下多年的健身操，上午
一次，下午一次，每次15分钟，雷打不
动。他说，坚持锻炼出效果了，前两年
手提东西有些使不上劲，听力也下降，
现在情况好多了。

“您作息时间怎么安排？吃东西有什
么讲究？”面对记者提问，门老哈哈一笑
说：“晚上8点多上床睡觉，早上5点起
床，中午午睡40分钟。我什么都吃，吃饱
了算，但不抽烟不喝酒。”门老儿子门入
江补充道，在吃方面老人有一个小嗜好：
将大蒜捣成泥，放盐、山西陈醋、芝麻酱，
搅拌成稠状，每餐舀上一两勺佐味。“我
爸没得老年病，身体还不错，我认为跟这
个饮食习惯分不开。”门入江说。

一辈子保持冲锋姿态
——96岁老兵门志敏的故事最美退役军人

7月16日，2020年长沙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雨花区稻田中学考点外，送考老师
和家长手举标语为考生打气。当天，为期3天的长沙市中考拉开帷幕。今年长沙市
中考参考考生8.09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长沙市8万余名考生迎来中考

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