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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防汛救灾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孙开国

7 月 21 日，阴雨绵绵，石门县西北
山区笼罩在云雾中。这天，记者再次驱
车，来到该县前不久发生特大型山体滑
坡地质灾害的南北镇潘坪村雷家山，见
道路两端仍然封闭，临时搭建的帐篷
外，交警、路政、乡村干部耐心劝导过往
车辆绕道而行。记者在险地踏勘发现，
一座巍峨的高山从山顶滑坡，大半壁泥
土将近200亩茶园、5栋农宅、1座小型
电站冲刷得无影无踪。

正在这里值守的南北镇党委书记
覃浩讲起当时情景，心有余悸。他定了
定神，告诉记者：“这场特大型地质灾
害，滑坡土方量达 300 多万立方米，在
石门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全省也属罕
见。之所以没死一人、没伤一人，得益于
高科技的力量，更得益于人的力量。”

北斗卫星功不可没
石门县是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全县

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387处，其中省、常
德市重点隐患点就有17处。该县在与地
质灾害长期博弈中，不断摸索规律和经
验。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该县未雨绸

缪，将主要人力、物力集中部署在各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

这次能早预防、早防范，北斗卫星
功不可没。早在去年8月，常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就出资 37.95 万元，在雷家
山区域布设 1 套北斗基准仪、8 套北斗
监测仪、3套深部测斜监测仪、1套地下
水位监测仪、1 套雨量监测仪以及 1 套
宽带卫星通信仪，最终实现地灾因子全
维度、高精度数据采集，建立起基于宽
带卫星通信的不间断通信链路，搭建北
斗地灾监测预警云平台，其系统能基于
人工智能分析计算的智能灾变评估预
警模型，评估灾变风险和预警，有效提
升了地质灾害点防灾监测能力。

6月24日11时许，北斗卫星传导的
数据显示，南北镇潘坪村雷家山地质灾
害隐患点出现异常，监测7号桩水平位
移累计变化量为 107.5 毫米，超过预设
警戒线，预警等级为橙色。

这一重大预警信息引起石门县委、
县政府重视，也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
省、市领导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一定要把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作为防
汛抗灾重中之重，切实做到不伤一人、
不死一人。

随即，石门县自然资源局做出反

应，总工程师毛云火速安排技术人员赶
赴险地，核对数据并评估。加上南北镇
国土资源所所长朱秋平连续半个月监
测7号桩的数据变化，专家们迅速形成
共识：一场不可避免的地质灾害即将发
生，燃眉之急是尽快转移周边群众。

转移群众，将群众损失减少到最
低，成为第一要务。6月24日当天，南北
镇党委、政府将所有能投入的力量聚集
到这里，不到 5 小时，就将当地 6 户 20
人全部撤离危险区域，并妥善安置。

党员干部精细处险
群众转移了，按理说，有关部门和镇

村值守人员可以喘口气了，然而，为做到
100%精准，7月2日，南北镇镇长方杰不
顾大家劝说，执意带着朱秋平，冒着大雨
和滑坡的危险，艰难爬上海拔700多米
的山顶，查看地质变化。他们看到山顶多
处裂缝越来越大，连滚带爬赶到山下，将
测量数据及时上报县自然资源局和公路
养护中心，为封堵道路提供了准确依据。

7 月 6 日上午 11 时许，522 省道雷
家山段出现10厘米左右下沉。正在县城
开会的覃浩闻讯，顾不上吃午饭，连忙
赶赴险地，紧急调集人员，将道路两端
封闭。

无职党员黄成刚从早上起坚守近
10 小时，水米未沾。16 时许，他爱人张
兴敏给他送来饭菜。这时，一些司机赶路
心切，抱着侥幸心理想强行通过。无奈之
下，张兴敏只好躺在马路上，阻止车辆通
行。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阵低沉的轰
鸣，雷家山特大型山体滑坡发生，300米
省道和600米村道坍塌，近200亩青翠
欲滴的茶园和5栋房屋顷刻间淹没在泥
海中。这一刻，时针定格在16时52分。

目睹惊险场景，那些急于赶路的司
机目瞪口呆。一位湖北荆州的司机感
叹：“若不是这位大嫂（指张兴敏），我们
这些人命都没了。”

这场特大型山体滑坡，让当地群众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家离山体滑坡
损毁处只有 200 米的村民邓仕平拉着
记者的手说：“如果不是预报早、转移
快，不知有多少人成了泥中鬼。党员干
部把老百姓的命看得比天大，我们将终
身铭记这份恩情。”

7月18日，国家自然资源部武汉地
调中心教授级高工徐勇一行，专程来到
雷家山地灾现场查勘，他赞叹说：“石门
这场特大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没有出现
人员伤亡，实属奇迹。他们的做法，值得
在全国国土系统推介。”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通讯员 李月争 彭会

“这里有点浸水，快来看看！”7月22
日10时许，岳阳县麻塘垸麻塘村防汛堤
段，传来巡查人员李光荣的惊呼。一声
吆喝，8名队员扑到现场，用锄头将浸水
点挖深，查看情况，报告麻塘防指。技术
员彭勇敢迅速到位，发现只是小型散
浸：“回填卵石处理。”11 时 20 分，完成
压浸，众人松了一口气。

麻塘垸西濒洞庭湖，是岳阳县防汛
主战场，历来为各级领导所关注。“国家
防指来了2次，水利部来了1次，市委书
记王一鸥、市长李爱武都来看过。”麻塘
防汛县级责任人、岳阳县副县长胡秉阳
说，目前麻塘垸还未出现险情。

为何今年平安无事？“这些年，在国家、
省、市支持下，大堤加固加高了。”胡秉阳
称，“以前大堤高程只有35米，宽不足5米；

现在高程有37.4米，宽的地方达到14米。”
记者注意到，大堤外坡都用水泥、

片石做了护坡。麻塘防指指挥长周兵指
着内坡建筑物说：“以前出过险情的地
方，都建了压浸平台。”

“这么安全，不需要防汛了吧？”记者
开玩笑道。“那不行！”胡秉阳说，“麻塘垸
大堤多为砂性土，水位高时，易出现海底
浸，发现不及时形成管涌就麻烦了。”

“穿堤建筑物也是险点，水泥构件
与泥土的伸缩系数不一样，水浸泡时间
越长，建筑物与堤身交接处越危险。”麻
塘水务站副站长赵兵说，麻塘垸12公里
大堤共有 7 个闸口，每个闸口有 6 人轮
班值守。已从事水利工作 20 多年的赵
兵，负责中闸电排。

晚上睡哪？“机房。机器 24 小时运
转，必须随时关注。”对于查看突发情
况，赵兵有一套诀窍：看，摸，听。“看机
器运转情况；摸机器、发动机的温度；
听水泵轴转的声音。”赵兵告诉记者，

“还要在闸口听，如果出现漏水，会有
‘咚咚’声。”

从 6 号值守棚到 7 号棚，记者沿路
看到近 30 条铺有砂卵石的导浸沟，宽
80 余厘米，高 50 余厘米，工整排列。一
头连着堤身，一头连着水圳。碧野间，白
鹭翩翩起舞，农民忙着补种水稻。

在中闸指挥所巡堤队伍中，巡查人
员方和平身穿粉色防晒衣，格外显眼。

“怎么只有您一位女性？”记者上前搭
话。“我老公有事，但防汛是大事，不能
缺席。他早上6时多就骑摩托把我送来，
我也算‘代夫从军’。”方和平捋了捋被
风吹乱的头发，笑着说。

麻塘村值守大棚内，4 张大床紧密
摆放。李水洲侧躺着，看惊涛拍岸；李方
伟平躺着，已进入梦乡；李普喜坐在床
沿，正闭目养神；李科丰趴在床上，等候
巡堤召唤……

“堤上可以睡觉吗？”记者问一旁的
县审计局干部周能文。“就是要让他们

睡！”周能文嘿嘿一笑道，“该休息时休
息，该战斗时战斗！已有4个人在巡堤，1
小时换一拨人。但我值班时不能睡觉。
在麻塘，9 个县直部门以‘1+4’方式驻
守大堤，单位一把手24小时坐镇指挥，4
名中层骨干轮班值守。”

麻塘防指还分设了6个分指挥所，
实施层级管理。胡秉阳说：“防汛没有诀
窍，就是要加强巡查，压实责任。”

“您觉得谁最有责任感？”记者问。
“县渔政局局长陈君辉。他身体不

好，但克服病痛，坚守防汛一线，让我很
感动。”胡秉阳说。

“年轻干部很吃得苦，每天‘黑’一
个度。”麻塘村村委会主任李军撸起一
旁的防汛干部黄晟的袖子，晒痕明显，
手臂分成了黑白两个区域。

黄晟的小孩出生还不足两月，但汛
情紧急，他只好将妻儿托付给70多岁的
外婆照顾，自己上堤值守。“我老婆开玩
笑说，儿子都快不认识我了。”交班后，
他还要回防指处理办公室事务，偶尔才
能抽空回家。

对所有防汛队员而言，这大堤又何
尝不像一个婴儿？用尽心力，只为护它
周全。

排兵布阵战麻塘
——岳阳县麻塘垸科学防汛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廖站长，家里的自来水停了，喝
不上水了，请赶紧派人来修……”

7月20日一大早，廖涛接到一个
火急火燎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桑植县
陈家河镇蔡家坪村的一位村民。

廖涛是陈家河镇供水站站长。这
几天，暴雨导致集镇自来水水源井和
供水管网受到不同程度损坏，他和同
事一直奔波在抢修一线。

想着村民起床没水喝，廖涛不敢
有一丝懈怠，带上镰刀、扳手等工具，
开车赶往10 公里外的陈家河水厂取
水口。在当地采访的记者得知，坐上
了他的车。

陈家河水厂修建于2011年，有凉
水井和杨家界两处取水口，关系全镇
2万多群众日常饮水。

“蔡家坪村停水了，肯定是取水
口被堵住了，咱俩分头出发！”廖涛一
边开车往凉水井取水口赶，一边给同
事王波打电话，让他到杨家界取水口
察看。

凉水井取水口坐落在海拔500多
米的高山上。驱车半小时，来到山脚
下，由于没有公路了，只能步行前往。

大山蜿蜒，草木丰盛，上山途中
荆棘密布，无路可走。为了顺利到达
目的地，廖涛手握镰刀，每走一步，挥
刀砍棘。

记者小心翼翼跟在后面，不一会

儿已汗流浃背。“早就习惯了。”廖涛
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每天步行 10
多公里，忙着抢修各处供水故障。

一路翻山越岭，半小时后，终于
抵达取水口。不出廖涛所料，取水口
已被碎石、枯枝、杂草等堵塞，其中一
个清淤阀还被激流损坏。

搬走滚落的石头，取出水中的杂
草，更换破裂的水管……顾不上水流
湍急，廖涛跳入水中，忙碌了40多分
钟，才使得水流重新流进取水池。

“谢谢你们，家里来水了！”下山
途中，廖涛接到村民邓德武打来的电
话。

干了11年抢修工，陈家河镇几乎
每家每户都留了廖涛的电话。

下山回到镇上，已到下午2时。匆
匆吃了一点饭，廖涛又赶往陈家河水
厂，开始每天固定的水质安全查巡。

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记者跟随廖
涛来到水厂。廖涛打开铁栅门，登上
清水池，绕着水池转一圈，检查水的
清浊度，清扫入水处垃圾，并仔细检
查进出水口钢管有无渗漏。

一番忙碌，离开水厂时，已是下
午4时许。除了中午吃饭，一直在奔走
与忙碌中，记者累得快虚脱了，可廖
涛却没事一样。

廖涛告诉记者，他还要赶回单位，
将一天工作情况整理备案，安排明天
的任务等。“让老百姓每天喝上干净的
自来水，我们辛苦也值。”他说。

为了百姓喝上“安全水”
—— 一个乡镇供水站站长忙碌的一天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黄利
飞）7月20日，随着最新一批5万公斤
应急水稻种子运抵江西省鄱阳县，隆
平高科紧急分批调拨的应急水稻种
子已累计达13.5万公斤，先后运抵江
西、湖南、安徽等多个遭受洪涝灾害
的省份。隆平高科另还有 5 万公斤早
稻种子入库，随时做好后续救灾调拨
应急准备。

由于季节所限，应急救灾的早稻种
子必须在7月下旬全部下田，时间紧、任
务重，隆平高科旗下隆平种业、亚华种
业、恒茂农业下属科源种业等产业公
司，紧密配合，第一时间与江西等受灾

地区省农业农村厅对接，同时与制繁基
地联系，加紧组织早稻种子的抢收、晾
晒、加工及运输入库工作。7月15日，收
到调拨救灾种子通知的第二天，科源种
业就将第一批4000公斤种子送至吉安
市安福县农业农村局，并统一派发至受
灾乡镇。

隆平高科发挥专业技术优势，配
套提供“良种良法”服务。针对应急早
稻种子“翻秋”种植，在每袋救灾种子
中都附有浸种催芽直播技术单页，并
与各洪涝受灾点农业技术专家密切沟
通，耐心指导农户进行恢复生产，确保
播种质量与丰产丰收。

隆平高科助力洪涝灾区农户恢复生产

紧急调拨13.5万公斤水稻种子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陈新 黄傲
彤）“坡体哪怕几毫米位移，系统也能
感知并第一时间发出预警。”7 月 21
日，在宁乡市北斗地灾监测预警及应
急指挥中心，湖南北斗微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北斗在地质灾
害发生前“通风报信”的功能。

当天，记者随同国家防总工作组，
到宁乡市探访北斗地灾监测预警“真
容”。湖南北斗微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介绍，北斗地质监测站将隐
患点数据通过宽带卫星分别传入“后
方”高精度地灾监测预警云平台与数
据汇总站，进行智能地质灾害预警评
估，提供制定应急方案思路，为地质灾
害监测、预警、指挥提供科学支撑，起
到事前监测、事中实时监测、事后辅助

救援与应急的作用。
据了解，宁乡属地质灾害多发地

区，全市共有37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威胁 28 个乡镇 1613 户群众安全。
2018年7月，宁乡启动北斗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系统建设。该系统采用“一坡
一方案”预警模式，根据不同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特点进行“私人化定制”，设
置不同预警模型，能系统全面地分析
隐患点土壤含水、裂缝等具体信息，以
及对隐患点可能造成的影响。

目前，宁乡在90个重点地质灾害
隐患点建成了600多个北斗地质灾害
监测站，24小时对隐患点变化进行自
动化实时监测，并先后成功预警了横
市镇界头村金矿组、煤炭坝镇贺家湾
先锋组等9处隐患。

宁乡借北斗紧盯地质灾害隐患

高科技奇迹背后，是严谨与精细
—— 石门成功处置特大型山体滑坡地质灾害追踪（上）

7月22日，嘉禾县普满乡调塘小溪，几名没带任何救生设备的小孩子在溪水中
游泳嬉戏。暑假期间，许多农村小孩离开老师和父母的视线，凭着好玩、凉爽、刺激的
心态，私自下河游泳，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当前汛期尤须引起高度重视。 黄春涛 摄

下河游泳 安全第一图片说事

湖南日报7月22日讯（记者 刘
勇）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7月22日
15 时 50 分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未来48小时，洞庭湖控制站城陵矶水
位将维持在保证水位(34.55米)左右，
提请沿岸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
防范，及时避险。

受流域降雨及水库下泄流量等
共同影响，7月4日18时，城陵矶水位

达到32.5米的警戒水位。
至 7 月 12 日 3 时，城陵矶水位上

升到34.56米，超过保证水位0.01米。
12日5时30分，城陵矶站出现洪峰水
位 34.58 米。12 日 18 时，城陵矶站退
出保证水位，超保证水位前后历时15
小时。如今，城陵矶水位再次触及保
证水位，湖区防御高洪水位可谓进入
持久战阶段。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王艺蓉 李梅

“晓得钟婆婆被安全转移出来，我
也就放心了。”说这话的是桑植县人潮
溪镇的村辅警陈和奇。7 月 22 日，记者
见到他时，他还躺在病床上，大腿上的
伤口仍清晰可见。

17日深夜，陈和奇接到人潮溪村村
委会主任涂善举的电话，因下暴雨情况
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该村白洋坪组81岁
老人钟金华。电话一挂，他就开着自己
的小车赶去现场。

“雨越来越大，我心里特别焦急，只
想快点赶到钟婆婆屋里，把她接出来。”
在一个急弯路口，雨势过大阻挡了陈和

奇的视线，急打方向导致车子轮胎一
滑，车子一下翻进了50多米深的沟里。

“过了一会儿，感觉自己还能动，就
摸出手机跟村主任打了个电话，告知自
己的情况，让他迅速派人去接钟婆婆。”
对当时遇险经过，陈和奇记忆犹新。

村主任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
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转移老人，一路赶

去营救陈和奇。正在邻村巡防督查防汛
的县领导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车
辆将陈和奇送往医院治疗。

“他就是个‘两不怕’——不怕苦，帮
着屋里种十几亩烟叶从不喊声累；不怕
死，村里有险事难事，他都会冲到前头。”
谈起村里辅警陈和奇，涂善举满脸敬佩。

“没想到我这个老婆婆被救出来了，
小陈却住院了。”得知村里小陈辅警为救
自己出车祸住院了，钟金华噙着泪说，

“等他出院，一定做一桌好饭菜感谢他。”

雨大夜深，“两不怕”辅警掉下深沟

城陵矶水位
再次触及保证水位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姚剑波 刘慧 贺嫦 符燕萍

截至 7 月 22 日下午 2 时，南县
333 公里防汛大堤仍有 249 公里超
警戒水位。自 6 月 30 日以来，该县
11 个乡镇 6 个堤垸相继超警戒水
位，其中 5 个乡镇 93 公里防汛大堤
超保证水位。

这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淞澧
洪道、藕池西支，洪水涨了又退，退了
又涨。

水涨志更高，水退心更细。南县
人民众志成城，守护家园，书写防汛
救灾壮美诗篇。

“他是党员，我们都听他的”

7月19日清晨，南县淞澧洪道武
圣宫镇防汛大堤。

文跃辉吃完早饭，骑着电动摩托
车来到龙头嘴防汛中队天福片值守
点。他从上一班巡逻人员手中接过梆
筒子，仔仔细细地把 1000 米的堤段
走了三四遍。

当地镇干部告诉记者，在最小的
弟弟文跃进动员下，文跃辉兄弟 5 个
全部上堤防汛，已坚持20天。“跃进虽
然是弟弟，但他是党员，我们都听他
的。”文跃辉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
记者说。

老大文跃辉，主要负责查险敲
梆。老二文四喜抗洪经验丰富，浸沟
挖得标准，主要负责开沟沥水。老三
文迪辉每天与村民一道开展拉网式
排查，堤边房前屋后、鱼池荷塘等一
个不漏。老四文建华稍微年轻些，主
动请缨晚上值守。老五文跃进带领20
多名党员，参加清基扫障、开沟修路、
查险找险等。

7月5日9时30分许，突降暴雨。
文四喜赶紧拿上铁锹到堤身查看，发
现一处堤身表层积水较多，他拿起铁
锹就冒雨开浸沟。技术人员后来告诉
镇防指，所幸处理及时，否则遭浸泡
的堤身可能会有隐患。

兄弟齐上阵、父子共抗洪、夫妻
守大堤……记者在南县各防汛堤段
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组合，且
这些组合中，一般有一个是党员。浪
拔湖镇新口村党总支书记刘新华，和
女儿刘青一直守在抗洪一线；茅草街
镇政协联工委主任徐兆，与担任社区
支部书记的妻子吴美云都在一条防
汛大堤上，相隔不足10公里，却有近
20天没有见面。

“我是党员，堤在人在”

7月20日上午，记者在南洲镇防
汛大堤上，见到了该镇党委副书记、
防汛五大队教导员李勇。他的眼睛里
布满血丝，刚喝了一碗姜汤。“这几天
淋雨多了，加上休息不够，有点感
冒。”李勇说。

防汛抢险，李勇冲锋在前。7 月 9
日上午，他在藕池东支教育巴垸堤段
查险中，发现堤外闸口因漂浮物堵塞
无法关闭。“外河水位过高影响堤身
安全，必须关闭闸口、停止排水。闸口
被水淹没，只能下水处置。”技术人员
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李勇一头
扎进了水里。经3小时努力，闸口顺利
关上。李勇爬上岸时，队员递给他毛
巾，问他怕不怕，他说：“险情紧急，容
不得半点犹豫。我是党员，堤在人在！”

驱车行驶在南县防汛大堤上，到
处可见党旗迎风飘扬。截至7月22日
18时，该县共及时处置险情24处。目
前，该县37名县级领导督战参战，11
个乡镇成立了 98 个临时党支部，
5000余名党员干部一线显担当，带领
近万名群众英勇奋战。

“这次救灾，多亏了党员干部”

7月21日上午，明山头镇三立村村
民邱祥国看到自家稻田里秧苗长势良
好，悬着的心放下了。“这次救灾，多亏
了党员干部！”邱祥国说，村支书张德辉
一边上堤抗洪，一边联系多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村民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并
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对接，发放农作
物栽培技术资料。村里水稻种植经验丰
富的党员卜浪洲，近一周来奔波在三立
村各片水田，组织村民对稻田及时排
渍，对排水不畅的沟渠及时疏通，告诉
村民水稻种植技术要领。

7月12日，大雨初停，在南县浪拔
湖镇牧鹿湖村村民赵芝兰的棉花田
里，村干部刘凤祥利用防汛休息间
隙，帮她开挖排水沟，补种芝麻苗。6
月以来出现多轮大暴雨，她15亩田地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南县，党员带领群众开展的生
产自救，同样在激烈进行。目前，县里
正组织农技专家实地查看各乡镇灾
情，针对不同地理情况、不同作物类
型，及时下发减灾补损技术资料 5 万
余份，指导农户开展农作物灾后补
种、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力争将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

南县党员干部防汛救灾勇担当——

危难时刻显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