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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防汛救灾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郑丹枚
通讯员 秦玲玲

眼下，正值山洪地质灾害易发期。
连日来，绥宁县各地相继开展模拟山
洪暴发、山体滑坡等不同险情的应急
演练，以练备战。

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地处雪
峰山脉与南岭交界地带，境内植被茂
密、溪流纵横，是山洪地质灾害频发
县。

为应对山洪地质灾害，绥宁县通
过县、乡、村、组四级联动，精准预警、
部署、调度，自2012年以来，连续8年
实现“不死一人，不垮一库一坝”的目
标，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财产损失。该
县防御山洪地质灾害的做法，多次获
国家防办和省防指推介。

提前调度，预警到户

“连续几天暴雨预警不断，村干部
每天挨家挨户通知，确保及时防御未
知险情。”绥宁县武阳镇双龙村党支部
书记罗斌说，6月24日，县里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在县、镇应急队伍支持
下，双龙村从接到预警到启动预案，仅
用不到 2 小时，就将 530 多名群众全
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为迎战这次强降雨，根据省及邵
阳市防办预测信息，绥宁县防指及时
组织县气象、水文、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水利、应急管理、防汛办等单位专家
进行会商，分析研判水情、雨情，加强
协同作战，提前做好水库泄洪、小河流
洪水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组建、
物资准备等工作。各乡镇干部入村驻
守 896 人，村组干部包组包户 2725
人，25 个危险区提前安全转移 1899
人。

据介绍，绥宁县共设立自动雨量
监测站 75 个、人工观测站 187 个、预
警广播 197 个，并在县城沿河设置高
频喇叭 12 组、连接公网的视频监控 7
个，建立起集信息采集、预警预报等
功能于一体的山洪预警系统。县气
象局规范预警预报发布机制，根据
降雨强度，及时发布夜不入睡、组织
群众转移、应急抢险队集结等不同
级别的预警预报指令。

绥宁县还在全县筛查出 69 处有
5 户以上村民居住的山洪地质灾害
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牌。在每个有
村民居住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
安排 2 名以上村干部担任预警员，一
旦出现险情迹象，立即向乡镇报告，
并利用预警喇叭、铜锣、高频口哨
等，及时向村民发出预警预报信号。

抢险应急，不漏一人

“我家住在河边，多亏村干部及时
帮我们转移，不然就危险了。”绥宁县
金屋塘镇大吉砖屋新村 68 岁的留守
老人肖育万说起一周多前的暴雨，至
今心有余悸。

7月9日凌晨1时46分，绥宁县开始
普降大到暴雨，其中北片金屋等6个乡镇
出现暴雨，金屋塘镇降雨量达115毫米。
当时肖育万一个人在家，面对屋里进水
场景，十分慌乱。正在搜救的镇村干部及
时上门，将他转移到安全地带。

为及时应对险情，绥宁县从队伍建
设、物资准备、防汛演练等方面入手，建
立健全防汛抢险基础保障体系。县里成
立工程机械应急救援队等13支抢险队
伍，各乡镇配备15至30人、各村明确10
人以上防汛抢险队，一旦发生险情，挨家
挨户组织搜救，确保遇险群众救援无遗
漏。

在抓好第一轮转移的同时，各应急
救援队按责任区进行逐户清理，重点对
一些地处偏远、低洼地带或单独居住的
群众进行一次“回头看”，确保没有人员
遗漏。

今年5月20日，寨市苗族侗族乡
朝仪村降雨超过 210 毫米，该村通过
村村响、电话、短信、微信等提前预警

和调度，在成灾前顺利完成了受灾区
16户120多名村民的转移工作。

恢复生产，快速重建

洪灾过后，绥宁县将抗灾救灾一
线就地转化为恢复重建一线，由乡镇
和相关责任部门牵头，妥善安置好因
灾倒房的村民群众，迅速开展交通、电
力、水利、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抢
修和恢复。

去年4月19日，寨市苗族侗族乡
西河村遭暴雨袭击，一夜之间河堤、水
坝、道路等多处设施被毁。为快速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绥宁县政府拨款 100
万元新建、维护各项公共设施，于当年
10月全部修建完毕。

对倒塌或严重损毁的房屋，绥宁
县按照政策予以相应补助，帮助受灾
村民重建。对轻度受损房屋，组织专业
人员进行评估，帮助加固。安排专项资
金，及时修复损毁的农田设施，并由农
业部门调集种子等，指导农民及时补
植补种，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为有效消除重点地区地质灾害威
胁，绥宁县从 2003 年起，采取集中建
房、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
分批对居住在山洪地质灾害高危区的
928户3791人进行了搬迁。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通讯员 张为

“防汛进入关键期，请全体民兵确保
1小时内能集结出动！”7月19日，汨罗市
民兵应急连又接到一道紧急指令。

“无条件执行！”对于汨罗市委、市政
府、市防指、市人武部的指令，民兵应急连
小分队队长干仁星的响应掷地有声。

受长江洪水顶托，洞庭湖水位呈快速
上涨趋势。白塘镇作为汨罗市抗洪主战场，
境内有松柏垸、双河坝垸、磊石垸3个万亩
大垸。汨罗江、湘江汇入洞庭湖，三水在磊
石垸境内交汇，更是险中之险。

7月10日至19日，驻磊石垸9天，民
兵应急连进行了4次紧急处险、10次堤防
加固。白塘镇党委书记李鲜艳说：“如果没
有他们，小险可能变大险。”

来自群众、守护群众
7月8日傍晚，汨罗江超警戒水位0.5

米，屈子祠镇双楚垸出现两处管涌险情。
冲锋号吹响！汨罗市民兵应急连首次

集结起一支20人的抢险队，在市委常委、
市人武部政委刘为，市人武部部长赵海英
带领下紧急出动，与镇、村抢险人员通力
协作，填砂石、运砂包、筑围堰。5 个小时
挥汗如雨，两处管涌险情一一排除。

刚建成的队伍初露峥嵘！
“防汛形势严峻，应急民兵保持通信

畅通，随时准备出动！”一天后，民兵应急
连再次收到指令，必须即刻组织100人的
队伍随时待命，其中20人常驻磊石垸。

“报名！”市卫健局的王永林第一时间
主动要求参加驻守磊石垸。

“我们来自不同单位，但不管从事什
么工作，在民兵连就是战士，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来自市生态环境局的民兵谢建
国对记者说。

7月10日12时30分，首批派驻民兵
抵达磊石垸。

不怕苦、不怕伤
7月11日17时许，磊石垸2号管涌点

旁，来自白塘镇派出所的民兵湛天献一口
气喝完一瓶矿泉水，长舒一口气。历经近4
小时紧张抢险，两处管涌相继被堵住，湛天
献和大家一样，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天下午，磊石垸1号、2号管涌先后
涌出浑水。

20 位民兵迅速集结，在市委副书记
李冯波带领下，火速赶赴现场，铲砂装袋、
压浸导浸……大家配合默契、全力以赴，
连续作战近4小时，成功处置两处险情。

“任务重、工作量大，部分人接近中暑
状态。”干仁星在“抗洪日志”里写道，“但驻
垸民兵无人退缩，反而越战越勇。”

在江南堤电排一处新建外排闸口，沿岸
护坡是新培的红土。高洪水位下，风浪长时
间冲刷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亟须护坡。

“谁下水？”“我！”来自大荆镇的民兵李
长征第一个举手。大伙心里清楚，湖区血吸
虫一旦感染，终身难愈。但大家义无反顾，
李灿明、李新国、贺丽也紧跟着下了水。

“我是共产党员，党员不下水，谁下水？”
处险后，李长征领取了预防血吸虫感染的药
物，“就算感染又怎样？非常时期，上了战场
还怕死怕伤吗？”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12日23时
17 分，堤外大风呼啸，3 声紧急集合哨划
破长夜。3分钟后，20位民兵从磊石垸防
指宿舍疾跑而出，迅速整队，15分钟后抵
达垸区二沟堤段漏眼现场。

16日，风浪预防战在江南堤打响。民
兵们有序从堤上列队至水边，接力传沙
袋，衣衫很快湿透。他们一个个俯着身子，
却一个个顶天立地。

一天内，三色彩条布伴着数百袋砂石
在江南堤沿岸一路铺开，民兵们于风浪间
筑起了一道坚固“城墙”。

水不退、我不退
驻守磊石垸的民兵每两天一轮换，每

班20人。截至7月19日，湛天献已主动驻
守四轮共8天，王永林、李长征、虞双武等
5人已主动驻守三轮共6天。

面对第二轮高洪，7月20日，湛天献、李
长征等10人强烈要求担任第6批驻垸民兵。

“险情急且毫无预兆，若临时组织队
伍抢险，没有这样的速度和执行力。在垸
区，民兵已成为一支安心可靠的队伍。”白
塘镇武装部部长龚究原与民兵们同吃同
睡了 10 天，被他们铁军一般的纪律与敢
打敢拼的作风所折服。

“民兵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磊石垸至今未发生重大险情。”包垸的岳
阳市政协主席徐新楚对记者说。

堤外，风高流急；堤上，迷彩点点；堤
内，农舍良田。“洪水不退，队伍不撤!”这
是民兵们共同的庄严承诺。

“谁下水？”“我！”
———汨罗市驻守防汛重垸民兵风采

通讯员 牟宇飞 刘炯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连日来，石门县雁池乡李家峪村妇联
主席覃春华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在
发生山体滑坡时，她不顾自家近400头生
猪，第一时间转移周边村民，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生猪却被埋入废墟。7月21日，与
记者说起这次经历时，46 岁的覃春华显
得坦荡：“我是一名党员，无论什么时候，
心里最应装着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自家损
失虽然惨重，但我相信，只要人在，就有本
钱去奋斗！”

7 月 7 日清晨 6 时许，李家峪村凉水
井片覃家院子，村民们还在熟睡。覃春华
早起准备出去办事，突然发现自家门框变
了形，很难打开。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钻出来，发现屋子前坪有两条手指宽的裂
缝，意识到很有可能要发生山体滑坡。

立即向村里报告后，覃春华和丈夫邓
选化转移后院81岁老奶奶刘玉珍。刚到安
全地带，覃春华家的一栋猪圈就塌了。她顾

不上多想，又跑到建档立卡户覃事丕家，大
声喊：“老覃，快起床转移，山体滑坡了！”

“我爬起来就往外跑，刚跑到旁边山
坡上，屋就塌了。在通知另一户的时候，覃
春华家的房子和另一栋猪圈也塌了。要不
是她拼命喊我们转移，我们哪里还有命
喽！”覃事丕心怀感激地说。

朴实的覃春华红着眼眶说：“我养了
12 年猪，2016 年扩建猪场，年出栏生猪
800 来头。眼看这两年生猪价格好，准备
大干一场，没想到发生山体滑坡，392 头
猪都埋在了废墟里。好在3户8名村民都
平安转移，我们的努力也算值了。”

据了解，凉水井片覃家院子滑坡量达
到30万立方米，受灾农户4户9人，垮塌
房屋 6 栋、养猪场两栋，损失生猪近 400
头。“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灾害发生
时，覃春华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冲锋在前，体现了基层党员的担当。灾害
发生后，她不等不靠，积极选址发展产业，
展现了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谈到
覃春华时，雁池乡党委书记彭帅说。

发生山体滑坡时，她不顾自家近400头生猪，
第一时间转移周边3户村民，因为她认为——

党员心里最应装着老百姓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钟祖彪 黄拥军

7 月 21 日，沅江市茶盘洲镇幸福
村三组。

村民许腊云回想起这几天里发生
的事，仍心有余悸。“稻虾田水总抽不
干，原来是有管涌，刚把它处置，又连
续出现2处。管涌群‘狡猾凶险’，幸亏
我们的抢险队员英勇。”许腊云望着家
中稻虾田里的卵石堆，深有感触地对
记者说。

开始抽稻虾田水的那天是7月14
日，当天早上，许腊云对丈夫王志卫
说：“咱们把渍水抽干，给秧苗施点
肥。”这些天连续降雨，家中的稻虾田
像一个池塘，看不到一根秧苗。

架起水泵，王志卫开始抽水，整整
一天过去，水位还是保持在原来的位
置。许腊云很奇怪：以前，这样一塘水，
两个小时就抽干,难道水泵不得力？他
们借来一个水泵，两台同时抽。

接下来两天，稻田的水位下降仍不
明显。7月17日凌晨2时许，照看两台
水泵的许腊云用手电筒向稻田扫射，一
处水面下，似乎在冒着生锈的水。许腊
云有点疑惑，但没有往深处想。

许腊云长了个心思，第二天早
上，又看了下昨夜出锈水的地方，此
时，水面上多出一脚盆大的黑水。

“不好！”许腊云说，家离大堤只有
400 多米，大堤外洪水水位居高不
下，只怕是管涌了！

“我当时手脚都有点发抖。冒水都
几天了啊！”许腊云有点紧张，第一时
间掏出手机，把出险情况报告给了村
支书、幸福中队中队长曾君希。

曾君希上报大队,很快，技术人
员、突击抢险队员赶赴现场。截至当日
17 时许，采用导滤堆法，此处险情成
功处置。许腊云主动留下值守。

当日19点时，离第一个管涌口不
到两米的地方，许腊云又发现了一个

新的管涌险情，抢险突击队员又历时
4个多小时，用同样方法，把第二处管
涌处置。

危险接踵而至，许腊云更加警
惕，已是深夜，她一双眼睛始终盯着
水面。当日 23 时 30 分左右，又在第
一处管涌不到 3 米的地方，发现第三
处险情。当地组织的第二支突击队
接替抢险任务,18 日凌晨 2 时许，终
于将这一处较大管涌群彻底处置到
位。整个抢险过程，茶盘洲镇共投入
抢 险 队 员 500 多 人 次 ，砂 卵 石 近
2000 吨。

稻虾田变水塘，蹊跷来了：抽水3天，水位纹丝不动——

火眼金睛揪出“狡猾”管涌群

及时解救 转危为安
7月19日，怀化市洪江区再度普降大暴雨，桂花园乡新桥居委会豆芽冲一名七旬

老人被困，洪江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立即出动消防指战员赶赴现场，背着老人在洪
水中行进，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

文韬武 詹加福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 7月 21日讯（记
者 黄利飞 实习生 黄雪娱）记
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防汛视频
会商调度会中获悉，我省水情当
前总体情况表现为湘、资、沅、澧
四水干流水势平稳，西洞庭湖、
南洞庭湖水位回落，东洞庭湖水
位仍缓慢上涨，环洞庭湖区大部
分站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

7月17日以来，湘中以北及
湘南局地发生了强降雨过程，降
雨主要集中在澧水、沅水，全省共
有 68 县 1633 站降雨超过 50 毫
米，37县486站降雨超过100毫
米。全省累计降雨50毫米以上笼
罩面积8.0万平方公里，100毫米
以上笼罩面积2.2万平方公里。

截至 21 日 17 时，洞庭湖区
共有20个水文（水位）站超过警
戒水位。其中洞庭湖城陵矶站水

位34.50米，超警2.00米，较今日
8 时上涨 0.09 米；津市石龟山站
水位38.07米，已退出警戒水位；
安乡县安乡站、沅江市南咀站、
益阳市沅江站的水位，仍是超警
戒水位状态，但均已较今日 8 时
有所回落。

根据当前雨水情、水库实时
调度情况及省气象台精细化网
格降雨预报，相关部门建议关注
7 月 21 日晚至 26 日长江中上游
强降雨，及 26 日至 28 日我省湘
西、湘北强降雨对洞庭湖区防汛
的不利影响；注意防范 26 日至
28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
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
积涝；另外注意做好澧水、沅水
的水库防洪调度；关注湘南地区
的旱情发展，做好蓄水、保水以
及人工增雨抗旱准备工作。

环洞庭湖区大部分站水位仍在警戒
水位以上，未来一周——

关注长江中上游
强降雨影响

连续8年“不死一人，不垮一库一坝”
——绥宁县有效应对山洪地质灾害纪实

▲ ▲（紧接1版）虽然滑坡已经发生了10
多天，但坍塌的山体依然不断有土石滚
落。

7 月 6 日，雷家山地动山摇，突发大
规模山体滑坡。“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北斗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潘坪村党
支部书记许波说。

去年，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
据防灾需要，为雷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
安装了北斗卫星高精度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系统，通过 11 个点位监测地表位移、
深部位移、水位变化等情况。

6 月 24 日，这一预警系统发出橙色
预警，当地迅速将隐患点周边6户20名
村民转移到安全位置。7月6日下午，预
警系统第三次发布橙色预警。当地政府
果断决策：扩大转移范围，封闭沿途公
路。1个小时后，约300万立方米山体“倾
泻”而下，沿途5栋民房、1座小型电站、
横跨山间的一段省道，瞬间消失在崩塌
的山体和泥石流中。

运用科技手段，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各地充分借助监测预警系统、无人机等
科技设备，紧盯重点区域，加强险情排
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科学果断处置，
防止小险变大险、大险成大灾。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防指多次召开
联合会商会，及时科学分析研判防汛形

势，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及时科学有效
应对暴雨高洪、山洪地质灾害提供了决
策支撑。全省山洪地质灾害易发、频发地
区，通过科学防范降低了山洪地质灾害
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赶快转移。”6月9日凌晨，绥宁县普
降大到暴雨，县、乡（镇）、村严阵以待，当天
紧急转移群众7600人。绥宁县累计投入上
千万元，建立起信息采集、预警预报等功能
于一体的山洪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掌握降
雨量和河流、水库、各水电站水位情况。

今年汛期到来之前，龙山县山洪地
质灾害危险点附近的群众都收到了一份
防范山洪灾害的“宝典”。龙山县在汛前
积极开展防汛宣传及演练，通过发放宣
传手册、宣传传单、山洪灾害明白卡提高
群众的防范意识。

慈利县利用 GPS 高程测量仪器对
隐患点进行精准测量，根据测量数据，与
警戒水位进行对比，认真排查超标准洪
水隐患点，制定受淹等级，做好人员转移
手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提前预报，启动应急预案

“据气象预报，6月22日至24日，洪
江区全境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请境内
群众做好防护。不在山洪易发点逗留、减

少户外活动……”6月21日，洪江区群众
提前一天收到了暴雨预报信息。

6 月 22 日至 24 日，暴雨如期而至，
点最大降雨达456.6毫米，其中3小时、6
小时最大降雨量均超200年一遇。

收到预报，洪江区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21日，区防指对后续6天的防范应对
工作进行预先安排。降雨期间，将防汛应
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干部职工全员取消
休假，深入村组和社区通宵开展拉网式
巡查排险，组织群众转移。将两乡四街及
高新区分为七个块区，每块安排一名区
领导为块区最高指挥长，靠前指挥，迎战
超强暴雨和山洪地质灾害。

加强监测、提前预报。省防指要求对
雨情、水情及山洪与地质灾害、城镇内涝
进行实时监测，提前预报，将预报信息及
时传送到村到户到人。

今年以来，省气象局发布重大气象信
息专报9期，省水利厅利用山洪灾害监测
预警系统发送预报预警短信超135万条
次。进入主汛期，省防指及时启动防汛四
级应急响应3次、防汛三级应急响应1次。
暴雨洪水期间，省防办坚持“一日一会商、
早晚两调度”，通过预报分析，加强形势研

判和工作安排，指导各地做好防范应对工
作。为防汛抗灾、转移避险赢得先机。

提前预报，积极应对。全省各地根据
预报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防范山洪地质
灾害。

7月16日，接气象部门预报，慈利县
将赢来一场特大暴雨，全县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县、乡（镇）、村三级迅速响应，对
全县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溪河进行
全天候监测值守。

6月20日以来，龙山县遭遇多次强降
雨天气。龙山县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情况，利用龙山气象台12379短信服务
平台和电视等媒体，及时发布预报信息，提
醒广大人民群众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措施。
启动防汛重点地区应急预案、水库防洪抢
险应急预案、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防汛
预案等，对重点道口、桥梁、涵洞和易发路
基塌陷、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重点
区段进行重点巡查，及时消除隐患。

“全员在岗，24 小时待命。”石门县
南北镇镇长方杰说，强降雨期间，石门县
要求全县严格执行“战时机制”，严肃工
作纪律。绥宁县根据水情、雨情、灾情的
变化及时启动山洪灾害防范等应急预

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及时预警，杜绝群死群伤

“幸亏提前收到了预警。”7月8日，慈
利县甘堰土家族乡桃坪村贫困户张文华家
旁一处山体大面积滑坡塌方，发生塌方前，
张文华就接到了预警，为转移赢得了时间。

防范山洪地质灾害，要与时间赛跑。
及时预警，尤为重要。今年以来，省气象
局发布气象灾害预警短信超 1250 万条
次。省水文中心发布洪水预警超244次、
洪水预警短信超37万条。省自然资源厅
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45期。省水利厅
启动山洪灾害预警广播超25万余站次。

及时预警为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抢
占了先机。7月9日凌晨，新一轮强降雨袭
击洪江区。根据雨情，7月9日，怀化市洪
江区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并
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和疏散转移令。

“再晚几分钟，我就被洪水冲走了。”
7月9日，洪江区滩头村村民李新福面对
猛涨的洪水，自己“凭经验”觉得应该没
事，不愿意转移。村干部用预警喇叭再三
催促，李新福才不情愿地转移到安全地
带。10 多分钟后，汹涌而至的洪水瞬间
淹没了他家一层楼房。

面对强降雨，洪江区在全区山洪地

质灾害危险区设立警示标志牌，提醒
群众切勿靠近，在每个有村民居住的
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安排村干部担
任预警员，利用预警喇叭、铜锣、高频
口哨及时向村民发出预警信号，采取
防范措施。

绥宁县各行政村组建了 10 人以上
的“红袖章”预警抢险队，对“三边”（河
边、溪边、山边）、水库下游、山洪易发点
等危险区域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对孤寡
和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重点特殊群
体实行一对一、人盯人转移。

7 月 18 日，龙山县再次发布暴雨橙
色预警，提醒群众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自6月11日
21 时起，龙山县已累计发布《重点天气
报告》、预警提醒 129 期、发送预警短信
9.6万条，启动预警广播1.28万站次，做
到雨情灾情等信息第一时间传送到乡镇
基层，到村到户到人。

与山洪搏斗，与时间赛跑。面对山洪
地质灾害，湖南人民有勇有谋，将灾害带
来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截至目前，全
省没有因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群死群伤事
故。山洪地质灾害易发频发的洪江、慈
利、绥宁、石门、龙山等县（市区），积极科
学应对，实现了零伤亡。

（参与采写：张军）

预警在灾害袭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