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田祥

6月25日深夜，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龙
头岭村， 豆大的雨珠被来回晃动的电筒折
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靳江河堤旁，小推车
推着一车车砂卵石在不到一米宽的泥路上
吱呀作响，小路被碾出两条深深的车辙。一
名上校军官一边在泥泞中艰难前进， 一边
用对讲机指挥官兵加固河堤。

他， 就是湘潭市雨湖区人武部政委邓
永洪——— 一位确定转业，即将离队的优秀
军人， 一位有着20多年党龄的先进党员。
这一夜，他带领115名民兵，连续奋战12小
时， 运送砂卵石300多吨， 构筑护堤50余
米，成功排除了险情。

这次军改，军分区、人武部机构调整，
邓永洪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 主动提出转
业，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大局。虽然确定转
业已近两个月了，但他仍然坚守在岗位，没
有请过一天假。“只要一天不交接， 我就一
天不离岗，这是最基本的觉悟！”邓永洪的
话掷地有声。

“十万垄大堤雨湖区长城乡新石村段
堤坝滑坡70余米， 情况危急。”6月29日下
午5时许，接到险情通报后，邓永洪拿起地
图就往车里钻。 一旁的人武部部长沈云辉
说：“老邓，你明天就要去疗养了，今天还是

回家收拾下行装吧，这里有我在。”
“我对那边的情况很了解，我去。”邓永

洪撂下这句话就上了车。这一夜，他和沈云
辉一道，指挥50多名官兵，开挖“人字沟”9
条，填埋砂卵石10卡车。接近次日凌晨1点，
险情终于排除， 邓永洪坐在大堤上长长地
嘘了口气。而这时，他才发现连晚饭都还没
来得及吃。

6月30日下午 ，“一江两水” 的水位还
在上涨， 雨湖区姜畲镇团结渠渠底过水涵
洞破损，引发洪水倒灌，村民房屋被淹。接
到灾情报告后，邓永洪立即赶往现场，途中
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把去疗养的机票退了
吧，关键时刻我不能当逃兵啊！”原来，组织
上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 安排他去辽宁兴
城集中疗养一段时间。而这一天，本应是他
出发的日子。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一夜，邓永洪组
织30多名官兵封堵管涌、抽水排涝。战斗至
次日凌晨两点， 险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7
月1日上午， 当记者在河堤上见到他时，已
一夜没合眼的他依旧精神抖擞， 声音洪亮
地部署后续任务。

这一天，这位47岁的老兵已6天没有进
过家门， 已连续参加了4场战斗。

雨还在下， 邓永洪说：“这是我军旅生
涯的最后‘一班岗’，无论如何要站好！”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杨韬）7月2日，武警湖南总队持续加大兵
力投入，近3000名官兵在全省9个地市16个
县（区）奋力抗洪抢险，确保安全度汛。截至
记者发稿时，该总队官兵已昼夜奋战3天，累
计转移受困群众近万人， 搬运物资7000余
件，填装沙袋49000余袋，修筑子堤6000余
米，封堵管涌20多处。

1日18时， 湘江支流捞刀河水势猛涨，
安沙段大堤水面基本与堤坝齐平， 严重危
及大堤安全和堤下万余户居民安全。 长沙

支队100余名官兵紧急前往救援，鏖战8小
时，修筑了长1.5公里、高1米、宽1.5米的围
坝，成功加固堤坝。

2日凌晨2时， 湘江大堤铜官镇附近突
发管涌， 总队紧急调派直属支队170余名
兵力进行封堵， 目前官兵已经在铜官镇连
续作业近20小时，成功封堵管涌2处。

2日14时30分许， 长沙县黄兴镇画田
撇洪渠发生溃口，洪水倒灌，淹没土地近千
亩。 总队迅速抽调后勤保障基地200余名
兵力， 会同此前在 梨抢险两天两夜的长

沙支队200名官兵， 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实
施救援。

不止是湘江，资水持续高位运行后，沿
线河堤在水中长期浸泡后，多处告急。2日9
时， 益阳市资阳区新桥河镇河堤两栋民房
间突发管涌险情，且有明显增大的趋势。正
在检查指导防汛工作的武警湖南总队司令
员李明辉和益阳支队60余名官兵一道装
填沙袋，运送卵石，争分抢秒堵塞管涌，很
快堵住缺口。傍晚时分，附近又发生新的管
涌险情，正在晚餐的官兵草草吃了几口，马

上奔赴一线排险。
在新化县城西防洪堤段， 持续上涨的

资江水位给县城带来极大内涝风险。 娄底
支队紧急出动120名官兵， 在高温烈日下
连续奋战9小时， 在新一轮水势到来之前，
装填沙袋泥袋10000余个，修筑子堤300余
米，成功排除了险情。

前期咆哮的沅江水域也处处涌动着橄
榄绿的身影。2日9时， 泸溪县天空放晴，沅
江水位下降速度明显，洪水逐渐退去，武警
官兵迅速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

“电骆驼”
与洪水赛跑
———记国网岳阳屈原区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赵宗威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杨小丽 彭玲

7月1日凌晨4点，漆黑的夜空里，岳阳屈原区东
大堤上一盏盏灯亮了起来。风雨之中，国网岳阳屈原
区供电公司抢修班党员赵宗威用手擦了擦满脸的雨
水，内心满是骄傲。

6月30日，他对着党旗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加入党组织的当天下午，岳阳遭受了第二轮强降
雨侵袭， 屈原管理区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73.6毫
米，外河水位不断攀升，东大堤防汛应急响应在数小
时内从Ⅲ级提升至Ⅱ级。

“立即奔赴东大堤，当晚全面贯通东大堤和八里
堤临时照明线路！”当天下午16时30分，接到屈原区
防指指令，国网岳阳屈原区供电公司火速调动“电骆
驼”共产党员服务队突击救援。“我是党员，让我上。”
赵宗威主动请缨，加入了工作量最大的“第一梯队”。

这个不善言词的90后， 说话温吞而又缓慢，但
在防汛指令到来时，他却异常果断，冲在防汛抢险最
前线。入职屈原供电公司5年，经历了2016年、2017
年连续两年的防汛抢险，大家都说他“运气好”，他却
只是微微上扬了下嘴角说：“架线，我有经验。”

雨大、路滑，又是晚上。为抢时间赶进度，不善登
杆的小赵干脆坐在线盘上， 双手交替划出360度弧
线，加快放线速度。随即又跳下线盘与其他人员一起
剥线装灯。漆黑的夜晚，小赵单薄的身影不停地在大
堤上穿梭，身上印有“电骆驼”标志的红马甲在手电
筒的照射下，格外亮眼。

至7月1日凌晨4时， 赵宗威与队友们一起风雨里
奋战了一个通宵，共架设临时线路13500米，安装LED
灯460盏，全面架通屈原垸东大堤临时照明线路。

与洪水赛跑，7月1日清晨6时， 屈原区防指又一
道指令：屈原垸东西大堤全线启动Ⅱ级响应，西大堤
和南线防洪大堤需全线架通临时照明线路， 刚刚回
到家的小赵，还没来得换下一身湿透的衣服，又再次
投入到新一轮架线任务中。

截至7月1日19时， 赵宗威已连续工作38小时，
依然奋战在防汛一线。用小赵的话来说：能用行动来
兑现入党誓言，这是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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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水中下游水位也持续上涨。今天22时，沅水桃

源站水位45.42米，超警戒水位2.92米。
省水文局预计， 洞庭湖城陵矶站将于7月5日前

后出现洪峰，水位约35.25米，距35.94米的历史最高
水位仅一步之遥。洞庭湖区益阳沅江市区河段、岳阳
湘阴县城河段继续在保证水位以上上涨， 未来一天
内南县南嘴河段、 岳阳楼区城陵矶河段将达到保证
水位左右的洪水，南县城区河段、安乡县城河段将达
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田祥

6月22日以来，受强降雨影响，湘潭“一
江两水”水位普遍上涨，湘江告急！涓水告
急！涟水告急！连日来，湘潭军分区组织全
区官兵和广大民兵，兵分多路，持续战斗在
抗洪一线。 湘潭军分区政委刘新文介绍：
“民兵熟悉当地社民情，加之他们就分布在
当地，集结速度快，所以在防汛救灾中往往
能发挥当先锋、打头阵的作用。”

6月25日17时，湘江支流靳江河龙头
岭村河段30多米河堤滑坡， 雨湖区人武
部接到险情通报后，30分钟内集结民兵
115人，连夜赶赴事发地域抢险。砂石装
袋处距离滑坡点700多米， 道路狭窄，土
质松软，无法动用大型机械，民兵队员只

好用手推车一袋袋将砂石推进去。 经过
一整夜的奋战，至第二天早上7时，运送
砂卵石300多吨，构筑护堤50余米，成功
排除了险情。

29日上午10时， 雨湖区窑湾街道、杨
梅洲等地发生严重内涝，百余户群众被困，
雨湖区人武部组织应急分队25人， 冲锋舟
4艘，挨家挨户进行救援，官兵连续奋战40
多个小时， 安全转移群众300余人。 据了
解，6月25日以来，雨湖区人武部先后处置
十万垄大堤滑坡、 团结渠管涌等5起险情。
该区人武部部长沈云辉连续4个昼夜靠前

指挥， 已确定转业的政委邓永洪退掉到外
地疗养的机票，坚持在抗洪一线“站好最后
一班岗”，区民兵分队辗转多点，发扬顽强
作风持续作战。

7月1日21时，因水府庙水库开15孔泄
洪，涟水告急，沿线的石潭、河口等四个乡
镇约900户1000多居民被困。 汛情就是命
令。湘潭县人武部立即启用应急预案,40分
钟内集结民兵应急分队107人， 冲锋舟5
艘，连夜驰援。民兵队员们一夜没合眼，截
至2日8时，共转移群众近600人。

7月2日5时40分， 湘乡市东塘撇洪渠

溃堤40余米， 涉及周边5个村，15000余名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刚从翻江镇、金薮乡抢
险回来的200多名民兵，来不及歇口气，在
湘乡市人武部领导的带领下， 又紧接着往
溃堤处赶去。

哪里有灾情， 哪里就有军分区部队的
旗帜；哪里最危急，哪里就有民兵的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该军分区组织所
属5个县（市、区）人武部，共出动官兵和民
兵700余人， 冲锋舟24艘， 累计转移群众
1800多人，加固河堤近千米，处置管涌、滑
坡等大小险情13起。

“电雷锋”
迎暴雨抢修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
连日来，长沙暴雨袭城，湘江长沙段水位持续上涨。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电
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赶赴各处险点，为全市正常供
电保驾护航。

7月1日晚，长沙路灯管理所“电雷锋”整夜抢修，
蹲点守护，保障了南湖路隧道、浏阳河堤、滨河路、圭
塘河路、湘江大道等低洼区域道路照明。

7月1月下午， 铜官自来水厂因线路进水停电，3
万人供水中断。 望城供电公司紧急调配安装千米电
缆， 改搭至距离最近的太丰线， 接电至铜官自来水
厂，次日凌晨恢复供电。

7月2日11时， 黄兴镇敢胜垸杨伏园附近出现管
涌，情况危急。长沙县供电公司的“电雷锋”立即赶赴
现场，新架临时线路3000米，安装防汛照明设施60
余处。

7月2日12时许， 浏阳市浏西Ⅰ回龙泉港二号台
区遭受严重水灾，浏阳供电公司主动避洪，确保用户
安全用电。洪水退去后，“电雷锋”走进小区，一一核
查线路，目前该台区已安全送电。

持续暴雨致城区多个小区配电间积水严重。7月
2日13时许，检修公司“电雷锋”涉水进入岳麓区江山
帝景小区，查看设备积水情况。目前，城区所有配电
间积水严重的小区皆有电力人员蹲守， 相关部门正
在积极排水，一旦积水退去，电力人员将第一时间组
织抢修，恢复供电。

至发稿时，各地水位仍呈上涨趋势，长沙电网仍
面临严峻考验。据了解，长沙供电公司已实行24小时
专人应急值班， 各项防汛保电措施全部到位，“电雷
锋”们众志成城抗洪灾，全力维护长沙电网稳定运行
和汛期正常可靠供电。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建中 陈静

大雨，暴雨，特大暴雨！
6月29日以来， 连续几天的强降雨，

让益阳市多处出现洪涝灾害。
灾情就是命令。 面对异常严峻的防

汛形势，益阳军分区各级党组织吹响“集
结号”，迅速行动，冲锋在前，带领现役官
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鏖战“洪魔”。

7月1日8时， 洪峰过境资水桃江段，
桃江水位不断超警戒水位。 桃江县人武
部奉命镇守县城关垸地段， 负责加固沿
线子堤，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请求去抢险救灾最前线，去最
紧要的抗洪大堤！”这是桃江县人武部全
体党员干部和民兵党员的请战誓言。

刚接到任务时，桃江县人武部政工科
长蔡红宇面对着一道选择题：一边是抢救
自家被淹了的家具电器，一边是到河堤大
坝上抢险，最后蔡红宇毫不犹豫选择了后
者：“我是军人，更是一名党员。”

跟蔡红宇一样， 肖剑也是一名现役
干部党员。灾情发生后，他顾不上家里被
淹了的花木基地，参加了抗洪突击队。他
水性好，遇有管涌就第一个下水摸情况，
处理了7处大小险情。

有这样一群人值得我们敬佩：军改启
动，组织一声令下，他们二话不说，脱下军
装；灾难来临，人民群众生命危急，无需召
唤，他们重拾行装，奔赴救援一线。

龚力，南县人武部部长，今年调整改
革中转业到地方。

“军人身份变了，但党员身份永远不
会变，使命没有变。”接到汛情的龚力，决

定用最后一个军礼献给灾区。
7月1日8时，龚力率领水上救援分队

跨区机动， 赶赴百余公里之外的资阳区
抢险救灾，连续奋战8小时……

7月1日下午4时，民主垸出现两处管
涌险情，龚力带领党员突击队，与驻地群
众一起开展填埋作业。 此时已在抗洪一
线奋战了整整1天的龚力满身泥浆，但胸
前的那枚党徽依然闪亮。

危急关头有党员，关键时刻见作风。
在抗洪抢险现场，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
党员干部的身影；哪里灾情最严重，哪里
就有党员“突击队”。

7月1日11时许， 资阳区镇烈公桥村
被洪水突袭，大半个村的百姓被困。接到
求援电话后，资阳区人武部政委文万军，
二话不说便带领部队赶赴受灾地点，连
续在一线奋战4小时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跟
我冲”……一句句简单朴素的话语、一声
声铿锵有力的号令， 汇聚成了抗洪抢险
一线的最强音。

在赫山区新市渡镇抗洪一线， 砖桥
村被突涨的洪水围困， 整个村庄变成了
“孤岛”，800余名村民被困。仅仅半个小
时，赫山区人武部组织一支由党员干部、
民兵骨干等110多人组成的救援队伍，
驾驶冲锋舟进入被淹的村里开展救援。
经过近7个小时的奋战， 被困的村民脱
险，并被安置到临时居住点。

据益阳军分区政委张先旺介绍，这
次益阳军分区有179名党员干部、民兵党
员奋战在一线， 他们把救灾一线当做践
行“两学一做”的考场，用实际行动向党
的生日献礼。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黄伟 兰济民 管政

狂风骤雨， 洪峰告急。6月30日深夜
至7月1日清晨的桃江县城关镇资江子
堤，战斗着国防科技大学150名还有不到
20天就要毕业的工程兵专业学员“准军
官”们。

6月30日下午，益阳柘溪水库开闸流
量达6000立方米/秒，资水桃江站水位猛
涨，超警戒水位2.3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接到上级命令后， 国防科大指挥军
官基础教育学院紧急召开会议， 启动应
急方案, 由该院学员五旅组建抗洪抢险
第一梯队。150余名即将毕业的2017届
学员闻令而动、火速集结，仅30多分钟，
于6月30日下午6时人员装备齐整驰援桃
江县防汛抢险一线。

当天本是该校一年一度的毕业晚
会。如果没有临时的抗洪任务，这群即将
毕业的大四学员将在当晚的“狂欢节”上
“载歌载舞”，享受离校前的最后“狂欢”，
而现在他们必须奔赴真正的战场， 接受
属于军人的“毕业检阅”。

“火红的青春，书写青春的火红，和

平年代为了永久的和平……” 车队出发
前，《工程兵之歌》在毡篷帐下此起彼伏，
参加抗洪的官兵们士气高涨，精神抖擞。
学员五旅二营七连学员刘方江在朋友圈
的留言中写道：“奔赴需要我们的战场，
必定不负所托，用行动回馈人民，无愧这
身军装”。

抢险现场，风大雨急、道路泥泞，学
员们来回穿梭，彻夜鏖战，大声呼喊着互
相联络，冒着狂风暴雨打木桩、挖土石、
背沙袋，许多学员嗓子都喊哑了。记者看
到，“党员突击队”的旗帜鲜红醒目，急难
关头，学员党员队伍冲在一线，以实际行
动向党的96周年华诞献礼。

学员唐博因训练腿部受伤， 拄拐达
半年之久，就在前几天，旧伤再次复发，
他没有因伤病而退缩， 毅然选择奔赴抗
洪抢险战场。他说：“是军人，就必须做到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我们要
用这次抗洪为4年的学员生涯做一次总
结！”

经过近10个小时的连续战斗，到1日
7时许，学员们成功在资江河堤上构筑起
一道1米多高、 绵延数百米的防洪子堤，
确保了后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向党
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多地洪水肆虐 武警湖南总队持续增援

近3000名武警官兵奋力抗洪抢险

民兵旗帜，在抗洪一线飘扬

站好军旅生涯最后“一班岗”

洪水滔滔,脊梁不弯。面对洪灾险情，益阳军分区
179名党员冲锋在前———

“军人身份变了，
但党员使命没有变”

防洪子堤上接受“毕业检阅”

7月2日中午， 长沙市湘江大道开福寺路口湘江岸边， 民警和施工人员
在用沙袋筑高河岸子堤防御洪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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