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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杨元崇
通讯员 向晓玲

7月2日上午11时32分， 被冲到沅水五
里洲大桥边的两艘大船中的一艘， 在消防战
士用机动泵、 浮艇泵长达2个半小时的强力
注水下， 终于下沉了。

此时， 正在沅水岸边组织此次抢险的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 州长
龙晓华， 终于松了一口气。

家住沅水岸边的土家族渔民向元攀告诉
记者， 从6月30日晚上9时， 一艘挖砂船和
一艘运砂船被冲到桥边开始， 他一直见证了
抢险的整个过程。

当记者问及家里也受了灾的向元攀的感
受时， 他用土家人特有的幽默对记者说， 他
认识党徽， 昨天7月1日是党的生日， 他看到
叶红专、 龙晓华他们胸前都挂着红色的党

徽， 党徽在洪水中闪闪发光。
这是一个普通百姓最真实的感受。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7月1日凌晨1时开始， 沅水涨势凶猛，

至当日下午1时30分洪峰到达浦市古镇， 水
位达124.53米， 接近50年一遇， 超过警戒水
位6米， 浦市、 武溪两镇城区近6万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形势十分严峻。

自治州立即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

面对灾情， 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 州
长龙晓华、 副州长何益群和泸溪县委书记杜
晓勇、 县长向恒林等党员领导干部， 奔赴浦
市镇、 武溪镇等抗洪抢险一线紧急调度、 指
导抢险， 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

该县县委、 县政府紧急统一调度部署，
县防指成员单位各司其职、 迅速组织5600
名党员干部奔赴灾区， 奋力抗洪抗灾和转移

灾区群众。
在抗洪抢险战斗中， 该县按照“县级领导

负责联点乡镇、 扶贫后盾单位分管领导负责扶
贫村、 乡镇驻村干部负责驻点村” 的要求， 广
大党员干部迅速奔赴乡镇、 村组一线， 防汛抢
险救灾。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自治州公安、 武
警、 消防、 交通、 民政等相关部门和州内吉
首、 永顺、 龙山、 保靖、 凤凰、 花垣兄弟县
市， 在党员干部的领导下， 纷纷奔赴泸溪。

全县先后紧急调集冲锋舟42艘、 皮划艇38
艘， 组织党员干部等6000余人兵分两路， 迅速赶
赴武溪镇、 浦市镇开展应急抢险和群众救援。

浦市镇镇区内所有群众， 分块分区域进行
集中转移。

武溪镇则实行干部包片， 由党员干部、 公
安、 武警、 消防等抢险队， 分区域负责峒河沿
线居民群众的撤离转移。

经过10个小时连续战斗， 浦市镇转移灾
民3.593万人， 没发生1人伤亡。

经过9个多小时的努力， 武溪镇五里州村
3300多名村民， 及时得到转移。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易纪轩）今天，益阳市纪委通报2起违反
防汛抗灾工作纪律典型问题。

安化县龙塘乡国土规划建设环保所职
工王某防汛期间擅离职守。6月30日下午，
安化县防汛督查组在龙塘乡沙田溪村督查
时发现，该村地质灾害点发生滑坡，并对滑
坡体下的一栋房屋造成安全隐患， 受威胁
群众已紧急转移， 但该地质灾害点责任人
龙塘乡国土规划建设环保所职工王某未按
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要求进行值守， 在防汛
期间擅离职守，已被立案调查。

资阳区工信局民营经济股副股长曾
某等3人值守不到位。6月30日下午，资阳
区防汛督查组在甘溪港防洪大堤新源村
段督查时发现， 当班值守的区工信局民
营经济股副股长曾某、 长春镇政府干部

欧某、新源村支书曾某3人在值守点附近
的村民家休息，未带队巡查。三人受到通
报批评。

通报指出， 防汛抗灾工作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
汛抗灾工作纪律就是政治纪律， 不容丝毫
懈怠。要以上述2起违反防汛抗灾工作纪律
的反面典型为戒，举一反三，把防汛抗灾的
思想认识抓到位、责任落实到位、督促检查
到位，最大限度减少暴雨洪灾造成的损失，
最大限度保障国家、 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坚决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 全力投入到
防汛抗灾工作中。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
分发挥监督执纪问责职能作用， 加强监督
检查，严肃执纪问责，以铁的纪律确保安全
度汛。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杨娟 徐小平

7月2日上午， 围困辰溪县城的洪水已
无斗志，逐步“撤围”。该县立即组织2500
余名干部职工，分赴县城13个区域，清扫淤
泥和垃圾。

记者穿梭县城，见商店已陆续开业，人
们有说有笑， 转移在安置点的群众有吃有
穿。 就在这里， 曾与洪魔发生一场殊死搏
斗。

6月29日，随着新一轮强降雨袭来，加
上沅水上游托口电站加大下泄流量， 沅水
辰溪县城段水位一个劲往上涨， 越过了防
洪大堤。到7月1日15时30分，超警戒水位
7.56米。一时间，城里到处是水，供水全停，
80%城区供电中断， 两条通往外面的道路
被洪水冲断，辰溪县城成为“孤岛”。

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水，辰溪县委、县政
府处乱不惊，科学调度，带领干部群众打响
了一场县城保卫战。

群众生命安全大于天。6月29日18时，
在洪峰到来前， 县防指及时发布撤离危险
区域群众的紧急通知， 广大党员干部披挂
上阵，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转移危险地带
群众5.2万余人。

6月29日晚， 辰溪县城丹山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凤英来到解放村教师楼， 动员住
在这里的戴凤娇转移，但劝说无效，戴凤娇
不肯走。 王凤英和社区另两位干部只好
“冲”进屋内，帮戴凤娇转移财物，并强行将
她一家三口带到安全地带。 仅过了一个多
小时，洪水便冲进了戴凤娇家。

7月1日下午， 走进辰溪县体育中心受

灾群众安置点， 家住辰溪县城沿河路的余
小满一家正在吃方便面。他告诉记者，这里
有吃有喝，政府安排得很周到。

为妥善安置转移群众， 辰溪县民政局
在县城设了3处集中安置点，每个安置点设
立临时医务室，随时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辰溪县城遭洪水围困， 牵动了各级领
导的心。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
峰，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怀化市委副书
记、 市长赵应云等省、 市领导分别赶赴辰
溪，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指导救灾。

7月1日凌晨4时，怀化军分区司令员向
型楚、 副司令员卢涛分别带队赶赴辰溪县
城驰援。至当日17时，共出动现役官兵及民
兵470余人，协调武警、消防官兵120余人，
解救和转移群众4310人。

因断水断电，7月1日上午，辰溪县人民
医院和中医院有一批血透患者无法进行血
透，危在旦夕。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组织医
务人员乘车坐船进城， 将患者紧急接到怀
化救治。

洪水围城， 县城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影
响，县相关部门想尽办法解难。怀化辰沅水
务有限公司采取增加设备抽余水等方式，
延迟全城停水时间。直到7月1日9时，县城
才完全停水。当天，公司组织140余人抢修，
到19时，县城大部分区域恢复供水。

国家电网辰溪电力公司组织多支党员
抢修队，保证水退电通。

县商粮部门调运大米和新鲜蔬菜，保
证供应。

辰溪县委书记杨一中说， 面对百年难
遇的洪水，由于部署得当，措施有力，县城
居民人心稳定，创造了没死一人的奇迹。

“孤岛”鏖战
———辰溪县城保卫战纪实

党徽，在洪水中闪光
———泸溪县抗洪抢险纪实

益阳通报两起
违反防汛纪律典型问题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黎罗清）记者今天从岳阳市纪委获悉，7
月1日，该市纪委监察局下发《关于严明防
汛抗灾工作纪律的通知》，对当前防汛抗灾
工作提出纪律要求。目前，市纪委监察局、
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水务局已联
合成立7个督查组，分赴各县市区暗访督查
防汛抗灾工作。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责任，领导干
部要恪尽职守，亲临一线，上岗到位，靠
前指挥。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实行领导
带班巡查值守，确保人员到岗到位。对所
有险工险段和重要堤防要实行24小时巡
查，及时发现险情和安全隐患，快速向上
级防指报告， 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
隐患。 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服
从大局，严守纪律。要坚决执行各项部署
要求,实时查找防汛抗灾制度和管理上的
薄弱环节， 及时调整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和应急处置预案。 严格抓好防汛资金使
用和物资储备。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在人
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服从统一安排和调
度。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强监督，严肃问责，重点加强对上级防
汛抗灾工作决策部署和责任制落实情况 ,
以及防汛抗灾资金和物资调拨、 分配和
使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要畅通举报渠
道，对擅离职守、工作不力、推诿扯皮、作
风不实、失职渎职、贻误战机的，对贪污、
挪用、截留、挤占抗灾救灾资金与物资的
单位和个人， 要严格依纪依法从重从速
处理， 对重大险情及事件苗头瞒报、漏
报、迟报或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及不
服从调度指挥， 致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要严肃追究县市区
和相关部门的领导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
责任。

岳阳市纪委为防汛抗灾划纪律红线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杨坚 颜克明 陈程）7月1日下午，在
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崀山
八角寨景区， 正在进行防汛巡查的湖南崀
山盛源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李粤玲
被突发的山体滑坡掩埋，经抢救无效，不幸
殉职。

由于连日强降雨，新宁县崀山风景名
胜区防汛形势严峻。6月30日下午5时30
分，八角寨景区索道停止运行。按照原定
防汛巡查方案， 李粤玲所在的索道站房
的10名值班人员编成两个小组， 进行防
汛巡查。 今年29岁的李粤玲被编在第一
组。

7月1日下午3时，崀山大雨如注，天色
昏暗。巡查组沿着马道，检查景区消防用

蓄水池无异常后，在大雨中踩着泥泞继续
巡查。当时，李粤玲走在队伍中间。突然，
山上树木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成片滑
落，向巡查组猛砸下来。李粤玲在奔跑避
险中滑倒在地， 瞬间被卷入滚滚泥流。新
宁县有关部门、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崀山镇政府迅速组织队伍搜救，在山下距
李粤玲跌倒处约200米的泥沙中找到了
她，当时她还有微弱气息。搜救人员急忙
将她抬上担架， 迅速送往医院。 下午5时
许，李粤玲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
殉职。

据了解，在公司同事眼中，李粤玲是一
个爱笑、上进、节俭、乐于助人的好姑娘。她
业务能力强，每次公司举办业务比赛活动，
总是名列前茅。

防汛巡查途中突遇山体滑坡
山景区女职工李粤玲不幸殉职

7月3日凌晨，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高平村，200名解放军战士在黑夜中用沙袋加固30公里长冲河子堤。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龚柏威
通讯员 张海波 姚进群 石科圣

7月1日10时30分， 资水桃江站水位
44.13米，超过去年最高水位，为历史上第二
高水位。当天16时，资水益阳站水位为39.14
米，接近历史最高水位。

益阳市干部群众众志成城，严阵以待，今
年汛期资水益阳段第一轮特大洪峰平稳通
过。

从6月下旬至今， 益阳市雨情来得广、汛
情来得快、洪水来得猛，全市干部群众积极投
入防汛抗灾保卫战中， 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战
歌。

科学应对打硬仗
今年入汛以来， 益阳市平均降水量较历

年同期均值偏多37%；6月以来， 较历年同期
均值偏多134%。 特别是6月22日至25日、6月
29日至7月1日的降雨，相隔时间短、覆盖面
广、降雨强度大。受此影响，益阳三大水系之
一的资水，洪水凶猛肆虐，洞庭湖区抗洪形势
也趋紧。

紧要关头，省委、省政府和省防指十分关
心益阳防汛抗灾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为益
阳防汛作出批示，并电话连线益阳，要求尽最
大努力，取得最大胜利，并对在抗洪一线的党
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表示慰问。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副省
长杨光荣，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武警湖南总
队司令员李明辉等先后来到益阳， 指挥防汛
抢险。

危情面前，益阳党政领导和各级干部，按
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带领群众沉
着应战，科学应对。

及时启动资水联调是关键一步。6月28
日21时40分，益阳市防指启动资水柘溪以下
东坪、株溪口、马迹塘、白竹州和修山5级水电
站梯级电站防汛联合调度，空库行洪。今年4
月， 该市修订了上述梯级电站防汛联合调度
方案。市水文局一名专家说，他们按照天气预
报， 根据历年来的水文资料估算资水流量大
小， 为市防指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以抢出时
间，提前预泄。

此外， 山丘区超汛限水位水库迅速泄水
空库，同时调度各类泵站抓住降雨空歇期，全
力外排，空湖待蓄。

6月30日，根据雨情汛情发展，益阳市迅

速行动，一天内对相关区（县、市）相继启动防
汛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特别是资水沿
线抗洪形势异常严峻，当天15时，安化县、桃
江县、赫山区、资阳区、高新区资水沿线所有
乡镇防汛应急响应等级升至Ⅰ级。

其实，战斗号令早已吹响。早在今年5月
13日，益阳市就在赫山区烂泥湖垸老管子堤
段举行防汛抢险演练，内容包括清基扫障、修
巡逻路、树责任牌、搭建防守棚和巡逻查险，
处置管涌、 电排漏水等险情， 以及无人机侦
察、 舟桥分队救援被洪水围困群众和水上搜
救等。演练就是一场有准备的实战。

6月23日，这波汛情发生后，益阳市各地
按照防汛应急抢险预案， 有条不紊展开防汛
抗灾战。

党员干部冲在前
“夏爹，快点，我背你。”7月1日，安化柘

溪库区古楼乡暴雨成灾。天还未亮，该乡仙龙
村党支部书记刘化云带领村支两委成员，赶
赴村里地质灾害点，组织群众转移。群众安全
转移后，全身湿透的刘化云说：“在‘七一’这
个特殊的日子，能和群众一起抗洪救灾，我很
欣慰。”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组织就是
一座堡垒。在洪魔面前，共产党员当先锋，做
表率。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
防指政委瞿海，一直在防汛一线桃江、赫山、
资阳等地，不分昼夜督导。市长、市防指指挥
长张值恒， 检查指导资阳区一线防洪大堤防
汛抢险，并于6月30日、7月1日晚，整夜坐镇
市防指。联系区（县、市）的市级防汛责任领导
分赴各地督导检查。身先士卒，以上率下，一
场抗击洪魔的战斗在各地展开。

资水流经桃江县102公里， 该县受灾严
重。全县干群万众一心，保卫家园。其中城关
垸、牛潭河垸、花果山垸3个万亩堤垸启动抢
险应急预案， 各乡镇和有关单位防汛责任人
坚守阵地 ,� 1200多名干部按每100米4人的
要求，对大堤进行24小时巡守。设备、物资迅
速到位。到7月2日上午，全县共出动专业技
术人员上万人次、 民兵600多人、 机械设备
5000多台次，调集砂石4万立方米、纤维袋12
万个、彩条布14万米、油料40多吨，投入到抗
洪前线，加筑子堤10公里。

6月27日以来， 益阳市防指先后12次组
织召开防汛会商会，研判雨水汛情，部署防汛
救灾，并2次视频连线各区（县、市）。市防指向

各地派出7个专家技术组，由市水务局班子成员
带队，赶赴安化、桃江等8个区（县、市）指导防
汛。6月29日16时，市国土资源局与市气象局联
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报Ⅲ级预警。据统计，至
7月2日16时，益阳市共处理各种险情237处，其
中资江大堤符家河段、 黄甲山村段和跃进水闸
等处较大散浸、管涌等重点险情6处，确保了防
洪大堤安全。

军地联手保民安
7月1日6时许， 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北峰

垸村石湖片栗山洲段水位达到39.9米， 超去年
最高水位， 并出现单个直径约0.3米的管涌群，
情况危急。 当天凌晨到达的省军区机关直属队
30名官兵，紧急奔赴现场抢险，与当地100多名
干部群众奋战2个多小时，成功处置险情。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子弟兵。至目前，先
后有省军区机关直属队、 省预备役师、 国防科
大、 武警湖南总队第一第二梯队和武警益阳支
队1620名官兵，参加益阳抗洪抢险。

哪里有危难， 警徽就在哪里闪亮。7月1日
晚11时许，桃江县桃花江镇牛潭河垸沙河村先
后出现3处“沙眼”，不断有洪水从中溢出。桃江
县公安局近60名干警火速赶往现场， 运土装
砂， 以砂石围井方式处置险情。 经近3小时鏖
战，最终排除险情。

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益阳军分区共出
动民兵应急分队1809人、冲锋舟60艘、车辆112
台，参加防汛救灾。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是抗洪抢险首要目的。
洪灾发生后，安化县各乡镇组织干部，进组入户
对地质灾害点和居住分散的群众及五保户、残
疾人，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全力组织转移，确保
一户不少、一人不漏。对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
落实救助措施，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
住处、有病能及时医治。据初步统计，该县受灾
群众8.2万余人，紧急避险转移15830人，分散安
置15611人。

今年资水益阳段第一轮特大洪峰虽然平稳
通过，但洪水仍处高危水位。至7月2日上午，益
阳市有17个堤垸760.23公里大堤超警戒水位，
其中8个堤垸134.15公里堤线超保证水位。部分
乡镇内渍严重。

7月2日14时30分， 柘溪水库泄洪流量由7
月1日23时8000立方米每秒增加到8500立方米
每秒，加上洞庭湖水顶托，益阳市防汛抗洪形势
依然十分严峻。目前，全市上下征衣未解，坚守
阵地，决心打赢防汛抗洪这场硬仗。

资水第一轮特大洪峰平稳通过———

益阳众志成城战洪魔

众志成城夺取防汛抗灾胜利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