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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梅 王吉文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6月30日20时， 在石长铁路三官桥至
桃江区间的腊树湾隧道内， 守着应急发电
机运行的杨小乐，蹲在地上吃盒饭。

杨小乐来自广铁集团长沙供电段常德
供电车间， 他刚刚和工友们完成了一趟紧
急抢险保电任务回来。

6月30日12时40分， 杨小乐接到紧急
任务：“三官桥至桃江区间4台变压器所在
位置，洪水不断上涨，需立即退出运行！”

由于连续暴雨， 去往三官桥方向的部
分桥梁和公路被洪水淹没。杨小乐和工友
只能扛着应急工具材料步行前往。经过1
个多小时的负重跋涉， 杨小乐和工友们
到达第一处变压器所在地。眼前，湍急的
洪水已将田埂上12米多高的电杆淹没了

近三分之一， 低压侧开关箱距离洪水仅
半米。

“谁上？”三个人都不会游泳，一起商量
着。“还是我上吧，你们两个体型偏胖，在水
里操作起来不灵活!要是我在水里有危险，
你们就用绳索把我拉上来！”杨小乐说道。

杨小乐套上救生圈、系上安全带、绑上
大绳、手握令克棒，由2名工友在岸上拉住
大绳，步入洪水中。

暴雨不停， 杨小乐被雨水淋得睁不开
眼，只能估摸着前行。好不容易摸水前行至
变压器下，杨小乐爬上电杆，系上安全带，
然后用手中的令克棒麻利地将高压侧的保
险拉了下来。

来不及休息， 他们又赶往第二个变压
器所在地。直到17时20分，杨小乐连续与
洪水搏斗近4小时，成功地将4台变压器退
出了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刘勇

39.51米！7月3日凌晨0时12分， 湘江长
沙站水位再一次涨到新高度， 而且还不确
定是否为洪峰水位。同时，在湘江上游，新
的特大洪峰又已形成， 正在向湘江中下游
缓慢推进。

不仅是湘江，资水、沅水、洞庭湖最近都
出现严重汛情。

今年这轮洪水为什么这么猛？ 湖南日报
邀请省水文局专家，详解湖南当前汛情。

6月降水总量860亿立方米，
相当于5个洞庭湖水量

据省水文局监测，今年6月，全省累计平
均降水量407.1毫米， 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多
91.6%， 较1954年6月的384.4毫米偏多5.9%，
较1998年6月的337毫米偏多20.8%，排在有资
料记录以来第一位。

407.1毫米＝0.4071米。 这是什么概念？
省水文局副局长宁迈进说， 这相当于在全省
21.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 平均有
0.4071米深的水从天而降。换算成降水总量，
达860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洞庭湖（城陵矶站
水位33.5米时）的水量，或者相当于三峡水库
防洪库容的4倍。其中三分之二的雨水，集中
在6月22日至30日的9天内降下来。

湘中及以北，湘中以南，湘中及以北，湘
南……强雨带在湖南摆动了两个来回， 相当
于把三湘大地反复浇了多遍。

6月22日8时至7月2日8时，全省平均降水
量为270.0毫米， 其中长沙市降水量最大，达
452.0毫米。 全省降雨200毫米、300毫米以上
笼罩面积分别达14.98万平方公里、8.72万平方
公里，点最大降雨量为浏阳市大围山镇玉泉
雨量站824.0毫米。 最大1小时降雨量为隆回
县罗洪站157毫米（7月1日1时至2时），最大6
小时降雨量为宁乡市老粮仓站290毫米（7月
1日5时至11时）， 均创我省降雨强度的历史
纪录。

此轮降雨，历时之长、范围之广、雨量之
多、强度之大，均为历年少有。

汛情“一步到位”，多处水位
超历史

“雨落到地上，除了被土壤吸收、山塘农
田拦蓄等消耗，还有约50%的雨水形成径流，汇
流到江河中，就形成了洪水。”省水文局水情处
处长李炳辉说，“人喝水太急了，都能够呛着。这
么大的雨，是洪水这么猛的直接原因。”

6月降水量超历史，导致我省汛情超预期。
早在6月25日，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闻

“汛”而动，坚决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就极
具前瞻性地独家分析道：“当前防汛形势，与
以往明显不同。往年，我省汛情‘循序渐进’：
先是山丘区暴雨山洪频发， 多轮强降雨逐步
抬高江河湖库底水位后， 防汛主战场才移至
湘资沅澧四水干流及洞庭湖区。6月22日开始
的这一轮强降雨过程，雨量大、历时长、范围广，
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快、洪水峰高量大。可以说，
今年汛情‘一步到位’，山丘区、湘资沅澧四水干
流、中小河流、洞庭湖区同时发生汛情，使得防
汛战线拉长，防御难度大增：既要防山洪，也要
防内涝，还要守水库、巡大堤……”

强降雨导致湘江、资水、沅水和洞庭湖水
位大幅上涨。截至7月2日16时，湘江、资水、沅
水及洞庭湖区共47个站点水位“报警”，部分
站点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 资水干流桃江县
城区河段、 益阳市城区河段出现接近历史最
高水位的洪水， 邵阳城区河段出现超保证水
位1.48米的洪水；湘江干流全线将出现接近和
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洪水，其中老埠头站、湘
潭站、长沙站等站点已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洪峰叠加、 洪水合流， 汛情
错综复杂

7月2日6时12分、7月2日19时、7月3日0时
12分……湘江长沙站洪峰出现的时间， 一推
再推。

39.19米、39.47米、39.51米……湘江水位
一次次地刷新着长沙水文站的历史纪录。

湘江长沙站洪峰，为什么这么让人“难以
琢磨”？

“洪水预报，既要考虑降水量，也要考虑

降水后产生的径流量，还要结合天气预报、水
文地质条件、河流行洪条件等多重因素。任何
一个因素变化， 都会影响洪水预报的准确
性。”省水文局水情处处长李炳辉介绍，6月22
日以来，省、市两级水文部门共发布洪水预警
107次，其中红色预警8次、橙色预警32次、黄色
预警53次、蓝色预警14次，经媒体及时转载后，
为高洪水位河道沿岸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做
好避险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

这次湘江长沙站特大洪峰， 之所以姗姗
来迟，主要是上游来水量不断变化。

7月1日0时到2日清晨， 水府庙水库水位
接近历史最高， 被迫加大泄洪， 出库流量由
700立方米每秒先后加大到1300立方米每秒、
2000立方米每秒和3860立方米每秒，经涟水
入湘江。这对湘江洪峰是个不断增加的变量。

在湘江长沙段， 同时还有浏阳河、 捞刀
河、沩水的洪峰叠加、洪水合流，与湘江干流
互相形成顶托之势。

事实上，正是基于先进的水文测报、气象
预报及洪水预报手段，在这次特大汛情中，省
防指对各大水库实施科学调度，拦洪削峰，防
洪减灾效果显著，得到国家防总充分肯定。

资水干流柘溪水库的防洪调度， 堪称经
典。7月1日， 柘溪水库最大入库流量15800立
方米每秒， 在水位不超过170米的前提下，最
大出库流量8000立方米每秒， 削减下游桃江
站洪峰流量约7800立方米每秒。省防指分析，
如果没有柘溪水库的拦洪削峰， 桃江站将出
现洪峰流量18600立方米每秒左右的洪水，桃
江县城将漫堤。

四水入洞庭。 湘江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洪
水，资水、沅水超过保证水位的洪水，都将汇
入洞庭湖。7月2日23时，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涨至34.17米， 超警戒水位1.67米， 正在逼近
34.55米的保证水位。

防汛，正在迎来持久战。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柳德新
刘勇 奉永成）长江防总今天对三峡水库下
达调度命令：7月2日14时起， 三峡水库出
库流量减少到10000立方米每秒， 之后按
10000立方米每秒控制下泄。这意味着，在
今年防汛中， 三峡水库开始对洞庭湖城陵
矶地区实行防洪补偿调度。1日15时，三峡
水库出库流量为18000立方米每秒， 此后
陆续减少。

国务院批复的《长江防御洪水方案》，
明确了三峡水库对城陵矶地区实施防洪补
偿调度，即：三峡水库水位在145米至155
米之间的56.5亿立方米防洪库容， 用于对

城陵矶地区的防洪补偿。 省防汛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 这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荆江分洪
区的库容。 但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55.0米
时，在155.0米至171.0米之间，调度方式就
重点考虑荆江河段的防洪需求了；在171.0
米至175.0米之间，三峡水库剩下的防洪库
容则用于防御上游特大洪水。

当前，湖南湘江、资水、沅水均形成流
域性大洪水，洪峰叠加，不断抬高洞庭湖
水位。省水文局水情处处长李炳辉说，三
峡水库压减出库流量， 有利于减少长江
三口入洞庭湖的流量， 进而减缓洞庭湖
防洪压力。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红 刘富强）记者今天从湖南省疾控中心获
悉， 该中心紧急动员全体卫生防病应急机动
队员，针对汛后可能引发的疫情，依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了洪灾应对工
作方案， 做好了物资准备和人员、 车辆的安
排，多举措开展救灾防病工作。

据了解， 省疾控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汛期
期间一律取消休假， 要求非值班人员一律处

于待命状态， 已组建7支卫生防病应急机动
队，随时将奔赴各灾区，核实灾情、病情，做好
环境消杀、 传染病疫情监测和饮用水消毒工
作技术指导， 努力减少因洪涝灾害对人民群
众健康造成的损害。

6月27日， 全省防病救灾工作预案启动，
要求全省各级疾控机构每日上报辖区内防病
救灾工作进展表和应急情况统计表， 加强应
急值守， 实行24小时在班值班制度和领导带

班制度，确保联络畅通，运转高效。同时，紧急
调配防病救灾物资并及时下发。 省卫计委汛
期来临前已储备漂白精片、漂白精粉、喷雾器
等消杀物资和其他物资400余万元，目前通过
物资储备仓库陆续下发至各灾区。 全省疾控
部门重点加强对腹泻、伤寒、副伤寒、霍乱等
和洪涝灾害相关的传染病疫情的动态监测，
实行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时报告
制度。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富强 张亚娜 ）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洪涝灾
害， 湖南省疾控中心今天发出洪涝灾害健康
提醒，提醒群众注意饮用水、食品、环境卫生，
尤其要注意防范肠道、虫媒传染病。

在洪灾地区，水源受到污染，专家提醒，
尤其要注意饮用水卫生，切勿饮用生水，装水
器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对临时的饮
用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一定要进行消
毒，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
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
剂擦拭消毒。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

具须清洁并消毒后使用， 进食前要洗手；不
吃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
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不吃
生冷食物。

受灾地区房屋农田被淹，水退后要对室
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 做到先清理、后
消毒、再回迁。汛期蚊子、苍蝇、老鼠大量繁
殖，最好在居所内安装纱门、纱窗、蚊帐等防
蚊、蝇设施；推荐使用蚊香、气雾罐、苍蝇拍
等家庭灭蚊蝇措施；抗洪值守人员要穿长袖
衣裤，裸露部位可喷涂驱避剂。应使用高效、
安全的抗凝血杀鼠剂灭鼠；灭鼠后及时搜寻

死鼠，集中深埋或焚烧；水灾鼠类死亡或迁
徙时， 体表寄生虫脱离或逃逸， 灭鼠时，应
在居民安置点喷洒杀虫剂， 消灭离开鼠体
的游离蚤等寄生虫，做好鼠虫并灭。蚊蝇鼠
等病媒生物异常增多时需及时报告当地政
府部门。

在水中浸泡时间过长， 要注意预防皮肤
溃烂，可在皮肤皱褶部位扑些痱子粉，每隔
1至2小时休息一次，擦干脚，在阳光下曝晒
片刻。

专家特别提醒，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不接
触疫水是预防血吸虫病最好的方法。 接触疫
水前，在可能接触疫水的部位涂抹防护油膏。
在防范高温中暑的前提下，可穿戴防护用品，
如胶靴、胶手套、胶裤等。接触疫水后应主动
去血防部门检查，发现感染应早期治疗。如果
感觉身体不适时，特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
尽快寻求医生帮助。

洪水为什么这么猛
———水文专家详解湖南当前汛情

减缓洞庭湖防洪压力

三峡水库对城陵矶地区
实施防洪补偿调度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持续暴雨普降湖南，罕见
洪水袭击湘江。 记者今日从省水运管理局
了解到， 为确保水上交通安全， 湘江长沙
段、浏阳河、捞刀河、湘潭段目前实施全面
禁航，禁航解除时间视水情汛情另行通告。

记者2日16时在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看
到，枢纽下游水位达38.8米，已超枢纽建成
运营5年来最高水位。船闸内没有一艘船舶
通行。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海事处处长李丽

君介绍，枢纽已经关闸禁航，枢纽海事人
员早在洪峰到来以前， 已经提前疏散过
往船舶，目前仍有50艘船舶在船闸上下游
停留。

目前，50余名海事人员每天巡航，确
保枢纽水域附近船舶安全， 并为船上人员
提供生活物资输送等服务。

海事部门介绍，在禁航期间，禁航水域
禁止除抢险救灾船舶、 现场警戒船艇以外
的船舶、 排筏航行。 禁航水域有海巡艇巡
查，各船舶、排筏必须服从现场指挥。

湘江长沙湘潭段全面禁航
湘江长沙枢纽船闸“静悄悄”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乐子）省公路管理局今日发布，截至
7月2日20时，我省国省干线共有60处（涉及19
条国省道）因强降雨发生预估5小时内无法恢
复通行的重大交通阻断。 目前仍有12条国省

道28处路段在积极抢修中，尚未恢复交通。
据公路部门统计， 我省公路因水毁造

成的损失累计达25.03亿元，其中国省干线
公路水毁损失10.88亿元，农村公路水毁损
失14.15亿元。

全省12条国省道28处路段交通阻断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截至2日20时，娄
底、岳阳、常德、衡阳等火车站将于7月3日
停运多趟往重庆、北京等方向列车。沪昆高
铁湖南段3日起陆续恢复高铁运行。

由于停运车次不断调整， 请旅客通过
12306网站和车站公告了解具体停运车次
信息。

受到铁路运行图调整以及部分列车停
运、折返等影响，近期从长沙往北京、上海、
杭州、广州等主要城市方向的高铁票紧俏。
建议旅客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旅客如需办理停
运车次退票、改签，可在30天内（含当日）
到任意车站免费办理。为避免人员拥挤，建
议不要在近几天集中前往车站退票。

娄底岳阳等火车站停运多趟列车
建议不要在近几天集中前往车站退票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小刚

7月2日凌晨1时， 湘潭市地方海事局
接到报警： 停靠在湘江湘潭段潭衡西高速
公路桥水域的2艘500吨级货船因一条锚
链断裂，有失控危险。

此时，河水不断上涨，如果船舶的两条锚
链均被冲断，船舶冲撞桥墩，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报警后， 湘潭市地方海事局立即
组织开展救援，并调集救援船舶赶至现场，
将事故船舶拖至安全水域停泊。11时11
分，险情全面解除。

这是汛期以来， 湘江湘潭段成功处置
的第8起突发险情。

记者从湘潭市地方海事局了解到，自6
月28日洪水过境以来，湘江湘潭段已经全
面禁航。目前，湘江湘潭段共220艘船舶，
全部安全停靠在沿岸泊位， 没有发生一起
安全事故。

2日上午，记者在湘潭在建重点工程昭

华大桥水域看到，桥梁施工已经停止。立于
水中的航标，有大部分被水面淹没，一艘航
道执法船正在水面巡航。

船长丁亚辉告诉记者，在湘江流域，湘
潭段的桥梁最密集， 为了确保往来船舶和
桥梁安全， 他从25日以来已经连续8天坚
守水运保畅一线。

“湘江株洲到城陵矶290公里航道上
方，共有29座桥梁，其中湘潭段42公里就
有14座， 这种密集度在全国水域都属罕
见。” 湘潭航道管理处处长温建国介绍，湘
江湘潭段平常最高一天有170多条船通
行，主要为湘钢、涟钢方向的钢材等货物运
输，船舶安全保畅压力较大。

自禁航以来， 湘潭水域内的220条船
舶必须靠岸停泊。海事、航道部门每天巡航
确保停泊船舶和船上人员安全。

据统计，6月25日至7月2日20时，湘潭
海事部门共处置水上突发险情8次，救援遇
险船舶10艘、人员14人。

洪水过境，220艘船安然无恙

“旱鸭子”跳入洪水抢险保电
省疾控中心提醒

汛期谨防肠道、虫媒传染病

7支卫生防病应急队整装待发

安全转移
7月2日，永州市

柳子街，群众乘坐皮
划艇转移。连续暴雨
导致潇水河永州段
河水暴涨，城区部分
低洼地段进水。

陶旭日 摄

众志成城夺取防汛抗灾胜利 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