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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吴文星 滕鹏

18日下午4时， 记者来到凤凰县老
县政府大楼2楼看到， 这个临时安置点
里， 沱江镇政府和红旗社区的3名工作
人员， 正在给每个安置房的门口， 贴
上临时安置人员的名字； 且给每个地
铺的床头， 贴上人名， 有序安排灾民。

看到一间房里， 一个妇女正带着
两名小孩， 在全新的地铺上玩耍， 记
者便走进去与她聊天， 得知她是湖南
永州市宁远县人， 名叫赵林妹。 7月12

日， 她从家乡带着2个外孙， 来到在凤
凰做生意的三女儿这里， 不料却遇到
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 县里对她们的
安排， 她感到很满意， 也很感谢。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告诉记者，
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得知凤凰受巨大
洪灾后， 第一时间就亲自致电告知他，
郴州市决定支持凤凰县100万元资金，
并鼓励凤凰全县人民搞好救灾恢复工
作。

来到一楼， 凤凰县青年志愿者协
会的3名志愿者， 找到正在忙碌的凤凰
团县委书记葛健， 告诉他， 千工坪乡

香炉山村一组， 倒了多栋房屋， 村民
们现在急需要水和食品， 请他协调；
在凤凰古城的文化广场上， 记者看到，
凤凰旅游业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
忙个不停。

凤凰团县委书记葛健告诉记者，
县里的各种普通人士， 纷纷解囊相助，
爱心在凤凰涌动。

这个酒店捐款一万元； 那个房地
产开发公司捐款1万元……这个小卖部
捐矿泉水200箱； 那个个人又捐赠方便
面300箱， 你捐面包， 他捐八宝粥……
涓涓细流， 汇成爱的大海。

外面的爱心人士， 纷纷向凤凰献
出爱心， 爱心正在向凤凰汇聚。

吉首市龙凤饮品有限责任公司的
董事长张军， 是第一个在第一时间向
凤凰伸出援手的本土企业家———第一
次捐赠了矿泉水2000箱， 桶装水250
桶， 并承诺近段时间所生产的矿泉水
和桶装水， 将全部捐赠运到凤凰来；
吉首和花垣的边城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们， 湘西大学生联合会的志愿者们，
纷纷加入到清扫街道的工作中， 从重
庆来的青年志愿者宋育霖， 也加入了
这一行列。

泸溪县洗溪镇中心卫生院，16名
住院病人被洪水围困。为转移病人，他
们使出了一个妙招———

大水桶当船
通讯员 向民贵 张玉秀 本报记者 余蓉

“当时医院里发好大的洪水啊，多亏了医生、护士，我们这些
病人才能安全转移。 ”7月18日，谈起洪水中抢救的情景，泸溪县
洗溪镇中心卫生院的患者李小妹庆幸不已。 洪水袭来时，李小妹
因为腿疾，正在卫生院住院治疗。

14日晚8时开始，泸溪县普降特大暴雨，一下就是两天，累计
平均降雨量达到328.8毫米，导致全县发生百年难遇的特大洪灾。

洗溪镇中心卫生院所在的集镇是重灾区之一。“16日下午5
时左右，洪水冲垮围墙进到院子里，一眨眼工夫，水深就将近1.5
米了。 ”副院长梁孝宏说，当时心里非常着急。

洪水来势汹汹，住院楼后面的围墙基脚，已经被洪水冲垮了约有
5米长，住院部的房子也已被洪水浸泡。人们很担心它会突然倒塌。住
院部主任李和岸建议：“情况紧急，让住院部的病人马上转移吧。 ”

大雨一刻不停地下，洪水仍在继续上涨，用搀扶或背送的方
式转移患者，已经行不通。 院长杨建林想找人借船，但是洗溪镇
根本没有船，通往其他乡镇和县城的交通也已经被洪水阻断，无
法从外界获得支援。

怎么办？
“用大水桶当船，一个一个地运吧！ ”住院部当班医生梁志宏

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事不宜迟，医生李书存从门诊大楼找来了一个大水桶。 为了

保证患者的安全，每名患者配备了4名医护人员“护航”。
22岁的患者石仙花，身材娇小。她是首先“上船”转移的患者。“蹲

在水桶里摇摇晃晃的，很担心桶会翻过来，但有这些好医生、好护士们
在水桶边‘保驾护航’，一路有惊无险。 ”石仙花事后回忆说。

“水桶船”试验成功后，医护人员就迅速行动起来，按照先孕
妇、小孩，然后老人的顺序运送。 镇政府的干部、附近的村民也都
闻讯赶来帮忙。

31岁的女医生杨静，个子不高，瘦瘦的，看上去有点文弱，但
她与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前后护送了5名病人。 她说：“当时水很
大，已经快到肩膀了。 我虽不会游泳，也顾不上害怕，只想尽快把
病人们安全转移出去。 ”

在这次洪灾中，该卫生院共紧急转移疏散病人16名，其中有
2名60岁多的老人，还有一名孕妇和一名3岁大的男孩。

紧急转运700名滞留旅客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吴述旗

连日来，受持续强暴雨影响，致使沪昆、渝怀、焦柳铁路
多个区间雨量超过警戒值，个别地段出现塌方险情，造成通
过怀化火车站的旅客列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

7月17日中午12时许，记者来到怀化火车站，车站正在给
K776次（广州至重庆）、K686次（汕头至重庆）滞留怀化火车
站的旅客办理退票。

票退了，700多人要回家怎么办？
转运！一场紧急转运滞留旅客的战斗打响。
滞留旅客回家的问题牵动着怀化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

心。“一定要想方设法，确保滞留旅客安全回家！”怀化市委书
记彭国甫向相关部门下达指示。

市委常委、副市长石希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长春
等领导立即赶到怀化火车站进行紧急会商，研究决定从怀运
集团调动客车送滞留旅客回重庆，并由交警部门派牵引车护
送到目的地。

怀化市直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怀运集团从集团下属的各
县区车站归集了21台客车赶到火车站广场集结待命，怀化市
交警支队调动数10名警力赶到火车站转运滞留旅客区域维
持秩序……

下午2时30分， 退票后换乘客车的滞留旅客排着队依次
登上客车。

从抗洪救灾一线赶回怀化的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赵
应云赶到了现场。

“你们受阻了，也受累了，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疏散滞留
旅客这个工作，一直在调度车辆，调度力量。今天把你们送到
重庆，就等于把我们的亲人送到重庆，我们确保乡亲们的安
全，确保一路上为大家服务好，祝你们一路顺利。”赵应云登
上客车慰问滞留旅客。

下午3时， 满载着滞留旅客的21台客车在交警牵引车的
引导下，缓缓驶离火车站广场。

倔老头脱险记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喻惠 刘鹏

“多亏了孙书记等人，把我们三个老头子救上来了，要不然
我们会被大水打到洞庭湖里去了。”7月18日一大早，桃江县三堂
街镇九峰村70岁农民赵远阳望着逐渐消退的江水， 提起前天资
江上的惊魂一夜，仍是一脸的余悸。

事情还得从7月15日说起。那天桃江全境暴雨成河。此时，赵
远阳和另外两个老头子在资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赵林洲上看管
放养的二十几头牛和六十多只羊。

突然，对岸村里的广播声响起，镇长通过广播大声地要求全
镇各村地势低洼处的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 听了广播赵远阳不
以为然：我一个从小在河边长大的人，还没见过涨大水吗？不一
会儿， 三堂街镇纪委书记孙准成和县人武部的救援人员驾船来
到洲子上，他们急切地说：“赵爹爹，你们赶紧收拾一下，江水还
会往上涨，快跟我们上岸去！”

“这些牛羊都是我的身家性命，我不走！”赵远阳的两个老伙
计也凑过来，他们态度坚决：不走！

孙准成急了，给赵远阳做起思想工作来。同时联系船只，分
批抢运了10多头牛羊上岸。

天渐渐暗了下来。在跑了几趟后，船主不愿冒险，不肯再来
运送牲口了。在孙准成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赵远阳答应上岸，但
他要救援人员先回去，他们自己驾船随后就到。听到赵远阳这么
说，孙准成和队友们又驾船到其他地方去动员疏散群众。

待孙准成一离开，赵远阳他们三人看着剩下的牛羊又舍不得了，
“哪会有什么大水，几十年都没见过了，还是守着这些宝贝疙瘩要紧。”

天黑漆漆的，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孙准成忙碌一阵后
一回到镇上，就打电话问赵远阳回来了没有。

“没有！”“这怎么得了，简直是要人命！”孙准成一听急了，他
马上联系渡船要去救援。可有经验的船夫对他说：“天这么黑，水
又急，船一到河中就没有方向感，去不得，那样会死人的。”

怎么办？孙准成只好每隔半个小时就给赵远阳打个电话问情况。
赵远阳说，“洲子上已进水了，羊全部冲走了，牛也自己游跑了，孙书
记，你也放心，我们三个人正待在船里，缆绳系在大树上，没事的。”

7月16日，天刚麻麻亮，孙准成就喊了一艘大机船，拖着一艘
冲锋舟，赶到了赵林洲。洲子已没入水中，浑浊的江水从树腰间
奔流而过。在一只孤独的小木船上，赵远阳3人挤在一起，浑身湿
透。3个倔老头安全了，孙准成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李 进

“从昨日早上到今天清晨，
我们已在新兴乡鲁家河沅水一
线防洪大堤内侧，成功排除4起
管涌险情。 ”7月18日早上，满身
疲惫的汉寿县委书记谭本仲，站
在沅水鲁家河防洪大堤上，高兴
地告诉记者。

新兴乡鲁家河八公里沅水
一线防洪大堤是砂基堤，往年防
汛时，这段大堤内侧经常会发生
翻砂鼓水的管涌险情，一旦处置
不当，就有溃堤毁垸的危险。 前
些年， 县里通过机械吹填3000
来万方泥土，加固堤身。

“要把鲁家河八公里沅水一
线防洪大堤作为本次防汛工作
的重中之重,�指挥前移，加强防
控。 ”深谙汉寿水情的谭本仲紧
紧盯住鲁家河防洪大堤，7月16
日上午，新兴盘湖水位达到警戒
水位后，县防指迅速启动防汛紧
急响应，尤其是围绕鲁家河防洪
大堤的防汛处险在人力、 技术、
物资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7月17日上午9时许， 新兴
乡鲁家河堤段8号桩处率先发
难，距大堤400米处的农户黄元
林棉地里出现翻砂鼓水，管涌口
有面盆大，出水量达到每秒1立
方米。 紧接着，鲁家河大堤一线
内侧的新兴乡中学和杨理村农
户刘波的猪栏地面也发生了翻
砂鼓水的管涌险情。尤其是发生
在农户刘波猪栏地面的管涌险
情距离大堤仅50来米， 十分危
险。

险情就是命令！ 汉寿县委、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正在汉
寿县指导防汛工作的常德市委
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刘进能
等，火速赶到出险现场指导参与
除险。

集结待命的500名抢险队
员和几车砂卵， 火速兵分三路，
用编织袋装砂卵， 投向管涌口，
压浸处险。 直到下午6点才控制
3处险情。

“不好，徐家组徐新菊的水
稻田里发生了翻砂鼓水，鼓出的
水柱有个把人高。 ”大家刚想坐
下来歇口气，又接到了更大的险

情报告。“马上组织处险，否则，
洪峰一到，水压更大，后果不堪
设想。 ”水利专家们赶到现场一
看，管涌口直径2米左右，涌出的
泥沙水柱一米多高，10几斤的
石头丢下随水翻滚直往外冒。距
防洪大堤仅400来米， 十分危
险。 几位领导和专家一商量，决
定采取用块石压水、 卵石包压
浸、设置围堰平台等措施，不惜
一切代价全力处险。

500名民兵、县公安局20多
名民警、县城管局100名年轻执
法队员和本乡300多名青壮劳
力组成的抢险队伍， 还有20多
台套车辆机械， 火速赶到现场。
一场关系到沅南大垸几十万人
口生命安全、甚至汉寿县城安危
的保卫战，就此打响。

挑灯夜战，一块块重达100
余斤的块石投向管涌口，一袋袋
的砂卵围堰压浸。

千余名干群通宵达旦连续
10多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抢在
18日洪峰之前， 控制住这一特
大管涌险情。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肖典和 雷琼

7月12日至17日，辰溪再遭
特大暴雨袭击， 最高降雨量累
计达到585毫米。 危急时刻，
辰溪县广大党员干部和解放
军、消防、公安民警冲锋在前，
勇战洪魔， 绘就了一幅幅动人
心魄的抗洪图。

全力营救群众
“我是石马湾乡流木湾村

村民， 有4名群众被困在屋中，
请赶快来救援!”7月16日上午8
时许， 辰溪县防汛指挥部接到
了救援电话。

“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
困群众。 ”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
获悉后，当即作出安排。 正在
石马湾乡指导防汛抗灾的辰溪
县政协副主席雷小平与乡党委
书记刘元要简单商议后， 马上
展开了救人行动。

此时，辰水浊浪翻滚，水中
电线、 树桩、 墙头等障碍物林
立，稍不留神就会船翻人亡。 雷

小平等人不顾危险， 驾着小船
过巷子、钻树林、过墙头、穿障
物，几经周折，花了2个多小时
船才靠近民房。 在救援人员的
努力下，4名被困村民全部被转
移到安全地点。

16日14时许， 辰溪县城丹
山社区东星桥附近有5位居民
被洪水围困在房屋内， 情况危
急。 该县消防大队陈海洋带领4
名消防员火速奔赴险情现场。

当时， 通往被困居民楼的
路段有100多米，全部处于一片
汪洋中， 最深水位已经超过2
米。 2名消防员带上救生圈和木
板组成的简易救生伐和备用救
生衣，游到被困居民楼处，分3
批将5人营救出来。

据统计， 从7月15日至16
日， 辰溪县共有上万名党员干
部和人武、 消防官兵奋战在抗
灾一线， 共转移群众3.51万人，
无一伤亡。

奋力保畅保电
15日上午10时， 因多处边

坡塌方， 导致省道S308线辰溪

县火马冲镇沙堆路段交通中
断。 辰溪公路部门按照“先通
后畅” 的原则， 紧急调集施工
机械和人员， 冒雨奋战3个多
小时， 先铲出半幅路面恢复通
车。

到当天16时， 4处塌方被
全部清除， 清理土石500余方，
省道恢复通畅。

16日7时， 省道S223线辰
溪县华中水泥厂段水深超过2
米， 辰溪、 沅陵通往怀化方向
的公路交通中断。 辰溪县委常
委、 常务副县长刘晓明第一时
间组织公路、 交警、 运管、 海
事、 公安和锦滨乡干部职工在
两头值守 ， 严防行人涉水通
过； 组织了6艘渡船运送行人
通过。

截至 18日， 辰溪县出动
490余人次的道路抢修队伍，
各类机械270台次， 共计抢通
90余条乡村道路， 清理滑坡
体、 坍塌方140余处； 电力部
门闻险而动， 派出12个抢险小
组抢修输电线路， 全县道路、
电力、 通讯基本恢复畅通。

吉首市安全转移群众近3.9万人
无一人员伤亡

本报7月18日讯 （通讯员 陈生真 记者 彭业忠）18日上
午，雨后放晴,记者在吉首市太平乡干太平村白腊坪看到，卫
生防疫人员正在喷射防疫药物， 保险部门则在查看农作物受
灾害情况，核实理赔。

吉首市以“不死人，少伤人，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为目标，
投入抗洪救灾各类资金465.5万元，投入抢险人数2.6242万人
次，投入抢险舟船304舟次、机械设备541台班；被困群众3.844
万人，全部安全转移，无一起人员伤亡事故发生。灾后恢复的
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爱心，向凤凰汇聚

鏖战鲁家河

冲锋在前战洪魔
———辰溪县抗洪救灾走笔

７月１7日， 吉首市太平乡太平村白腊坪组， 乡
干部在帮助村民清理因山体滑坡倒塌的房屋。 连日
来的暴雨导致吉首市大面积严重受灾， 该市积极组
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抗灾救灾， 及时处理各类险情，
将因灾损失降到最低。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陈生真 摄影报道

▲7月18日21时19分， 长沙市开福区， 几道闪电
划过夜空。 当晚， 长沙晴转雷雨天气， 气温下降。

本报记者 田超 实习生 任梦龙 摄影报道

▲

自治州确保高速公路通畅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张芮铬） 16日

晩11时30分， 省高速公路交警支队吉茶高速公路大队政委
谢开祥， 依然在吉首至泸溪高速公路的1226至1227路段，
在雨中与8位交警一起值班， 用警车牵引开道， 引导过往车
辆有序通过。

据悉， 14日至16日， 自治州的水灾， 使吉首至泸溪和
吉首至凤凰2条高速公路， 发生24处塌方， 阻断公路9次。
高速交警们均第一时间赶到， 与高速公路的路政人员一道，
迅速抢通， 让自治州的2条高速公路保持了通畅， 为自治州
的抗洪抢险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