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7月3日，湘江长沙段水位缓缓回落，长沙
迎来了难得的晴天，长沙城区公园、景区和交
通秩序等很快恢复。蓝天白云，洪水退潮，人
们心情在好转，但是大家的警惕性没有放松。

上午12时， 困扰渔人码头的湘江水退回
河道了，观沙岭街道和干部、商户正在打扫卫
生。晚上，渔人码头就可以正常开放。岳麓山
也传来好消息，受部分地段山体滑坡影响，闭
园了3天的麓山景区将整修完毕，将于后天正
式开放。而梅溪湖片区,受暴雨影响紧急闭园
的梅溪湖城市岛今天起恢复开园了，桃花岭、
节庆岛正在做相关清理工作， 为重新开放做
准备。

洪峰过后的橘子洲头靓丽如昔， 湘江水

位正缓缓回落，两岸干群团结一心，奋战在抗
洪抢险一线。上午12时半，湘江杜甫江阁段，
长沙市工务局和参建单位800多人在这坚守
大堤，井然有序地加固防汛墙。湘江大堤竹山
园段，为了减少洪水对子堤的冲击，尽最大努
力保障人民财产的安全，今天上午，在江岸镂
空护栏处，全部加装了防护钢板，并对子堤进
行了再次加固。

中午2时，南湖路隧道由东往西方向正式
开放交通，市民赵先生第一时间驾车通过。经
过3个通宵的日夜抽排，南湖路隧道水渍基本
消除。今天上午11时52分，长沙地铁2号线全
线基本恢复正常（光达、湘江中路、橘子洲3站
不停），广大乘客可以乘坐长沙地铁直达火车
南站，不需要进行换乘。

为有效应对此次强降雨， 长沙市排水设

施运营服务中心7月2日17时启动防汛Ⅰ级应
急响应，全中心410名职工放弃节假日休息,轮
流值班值守，充分运用调度平台、城区21个易
渍水点监测平台、 市公安系统天网平台对长
沙主城区易渍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
积极应对高洪水位。

7月3日0时至12时，该中心26座泵站43台
泵机开机排渍，累计开机时间437.7台时，抽排
渍水311.38万吨；出动抢险人员120人、抢险
车辆16台，对南湖路隧道、暮云污水厂、湘江
大道万达广场、岳麓区含浦学士街道、宁乡市
自来水厂等处进行排渍抢险， 确保城区居民
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省水文局检测数据，7月3日12时，湘
江长沙站水位缓慢回落，目前为37.33米，但防
汛形势依然严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徐超

7月3日凌晨1时，长沙市东山垸。岳麓
区学士街道工委书记罗政疲倦地坐在简
易工棚下一条长板凳上，声音有些沙哑。罗
政已经3天3晚没怎么合眼了，身体出了点
状况。白天医护人员送来吊瓶，挂在树上给
他输了点液。

他左侧不到50米处， 靳江水流湍急，
直奔湘江。右边是东山垸低洼处，倒灌的靳
江水正向学士街道主城区不断漫延。 好在
洪水前方还有个缓冲地带， 是个小型行洪
垸———联丰垸，30余台大功率抽水泵不停
往靳江河主道排渍排涝。

这里是长沙市的一个重灾区。 一旦失
守，街道主城区15万人的生活将受到严重
影响，还将波及长韶娄高速公路。一支上千
人的队伍驻扎在此处， 两道应急子堤正在
平行搭建。

决战东山垸的第一枪是在7月1日晚
打响。此时，靳江河水开始漫过河堤进入东
山垸，汀湘十里楼盘汛情告急！学士街道预
备队全部赶往汀湘十里集结， 斑马塘社区
全体工作人员配合物业转移居民。22时左
右，街道防指向斑马塘社区、汀湘十里物业
公司下达紧急疏散群众命令。

与此同时， 决战东山垸的志愿者招募
令也在街道各个工作微信群发布。7月2日
零时，100多名街道干部群众和志愿者赶
到了洪水漫堤处附近。此时陆路已断，冲锋
舟轮番将志愿者和沙包沙袋等物资送到
现场。

大家在入水口紧急打下木桩， 沙包一
袋袋传递进去，垒起来。凌晨2时，洪水突然
变急，从过脚踝处陡涨，到4时已过腰。腰
间绳子套绳子，大家肩并肩共同稳住，没有
一个人喊退！木桩和沙袋最终没有顶住，凌
晨7时，志愿者们无奈退场。但百余志愿者
在洪水面前纹丝不动的钢铁般意志， 令在
场者动容。

一呼百应。附近楼盘业主、长好医院、
学士街道卫生院、 云栖谷家必购超市等单
位的员工纷纷为抢险决战的队伍送来矿泉
水、西瓜、面包、方便面等应急食物，同时帮
助转移的居民渡过眼前的难关。

24小时内，长沙市几位领导来学士街
道或者询问情况。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区
长刘汇更是数度来到东山垸现场指挥、调
度、督查。

7月2日上午，长沙市和岳麓区水利专
家赶来现场谋划。道路紧急抢修拉通，两道
防线的计划开始实施。 两道防线是搭建两
条与靳江河堤齐平的堤岸， 这样可以保证
水压平衡，有效抵挡洪水蔓延。

当天下午起， 上千人的专业队伍和大
量施工机械集结完成，在东山垸连续作业，
抢修堵截。不少人跳下齐腰的洪水，在漫水
处打下铁架子，大家再辅以木板、沙袋，构
筑第一道防线。

最初漫水处的小路被水遮盖， 人群排
成近一公里的长队， 一袋一袋由外往里传
递沙袋，但效率不高。晚上用沙土填埋小路
后，勉强可以走手扶拖拉机了。

由于道路狭窄， 只能由手扶拖拉机倒
着进场，再一袋袋手手相传。缺少沙袋，就
拉起电线，组织人马临时灌装。

第二道防线在500米处的下游， 莲坪
公路在建的公路桥旁边。 由专业机械一车
车往桥下倒黄泥，一车倒下，压路机马上跟
过去压平，人与洪水抢速度。

7月3日凌晨4时， 肩扛手提的努力终于
奏效，由木板、沙袋、铁架垒起来的第一道防
线合龙。一声欢呼，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是个关键性的节点， 有了这道简易
堤防，可以有效抵挡靳江河水入侵，也为第
二道堤防赢得了时间。

第二道防线是由泥土压实的堤坝，目测
超过一公里，需要的时间长。经过7月3日整
整一个白天的努力，到晚8时记者发稿时止，
第二道防线到了最后的合龙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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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张福
芳）一周来的强降水，娄底江河暴涨，资水、
涟水均大幅超过警戒水位。 其中经过娄底
城区的涟水水位突破历史纪录。7月3日，记
者走访娄底城区，却见主城区内，各主干街
道无一积水和水渍， 雨洗之后的路面洁净
如新。

前几天涟水洪峰期间， 娄底城区除了少
数沿河街道进水，并随洪峰退出迅速排涝外，
主城区其他主干道即使强降雨期间， 也基本
无积水。7月1日，记者随娄底市政维护管理处

的巡逻车行走在娄底城区湘中大道、 乐坪大
道、扶青路、新星南路等中心城区主要街道，
虽然大雨如注，路面却一路畅通，未遇一处积
水路段。

“不是说持续强降水， 城市就会开启
‘看海模式’吗？”面对记者的疑惑，娄底市
政维护管理处主任周汉明笑着介绍， 为解
决城市内涝问题，近年来，娄底市投入资金
对城区易涝点进行改造提升， 确保地下排
水管道通畅。 市政部门加强对城区排水系
统的维护， 每个季度均对地下水管道进行

全面清理、疏通。防汛期间，启动应急预案，
24小时对重点路段进行监控， 每条道路配
备1名巡查员，发现道路有水渍，迅速组织
清除。

娄底主城区能做到雨停水退、无渍无涝，
也与城区特殊的地形和科学规划有关。 娄底
城区南北分别有涟水和孙水经过， 两水之间
的主城区地势中间高，南北低，有利于雨水顺
势排入河道。合理规划与科学利用地形，使娄
底城区成了一块水旱无忧的福地。 娄底成为
宜居城市，并非浪得虚名。

打通生命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罗伟 潘芳

“通电了！”7月3日17时，双牌县阳明
山国家森林公园阳明山村等村的村民们，
纷纷奔走相告。当天，这里的电力、通信相
继恢复。

7月1日起，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山洪
暴发，引发多处山体滑坡，造成进入阳明
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公路多处垮塌。3日凌
晨2时，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电力、通信
中断，1000多名群众被困。

“必须迅速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双牌
县防指立即组织交通等多个部门，迅速赶
往事发地点，展开抢险救援。凌晨3时，公
路抢修队到达，立即开挖堆在公路上的泥
沙。这时，雨还在下，为了加快进度，指挥
人员冒雨指挥挖掘机作业。 不一会儿，大
家身上全部被雨淋湿， 但没有一个人休
息。与此同时，电力、通信设施抢修也在紧
张进行。

天亮后， 得知山下已经开始抢修公
路，被困的村民们也从山上抢修。阳明山
村村民武晓雄父子3人齐上阵， 奋力挖开
路面上的泥沙。个体运输户盘秀元主动开
着新买的货车， 义务运送泥沙。73岁的谢
小英，特地煮了当地的小吃、茶水，送到抢
修现场……

通过10多个小时的紧张抢修，终于打
通了一条“生命通道”，救援物资迅速送了
上来。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婷 熊军）7月3日7时许，株洲县淦田镇干部
在巡堤时发现，建宁水闸旁的内港堤坝发生2
处管涌，大的孔径有0.5米左右，河水自堤坝浸
脚流出，出现翻砂鼓水，且水流量大、流速快。
如果处置不及时，堤坝将会有坍塌的危险。巡
堤干部立即上报淦田镇政府领导， 十几分钟
后，人员和机械设备迅速到位，40余名镇村干
部和群众紧急抢险， 从周边砂石场调运60余
吨砂卵石，用砂卵石灌装编织袋封堵管涌，并

向管涌正中填充砂卵石。 大约4小时过后，出
水开始变清，险情得到控制。

据悉，淦田镇内港水位44.98米，超警戒水
位1米，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一旦建宁水
闸的内港决堤， 将会淹没农田数千亩及建宁
村大部分村民的房屋。

成功处置险情后， 淦田镇政府组织干部
群众24小时巡查内港堤坝及沿河堤坝， 保持
高度警惕，一旦发现险情迅速到位处理，把险
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河堤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王超

7月3日，韶山市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太
阳，空气中潮湿与闷热夹杂着扑面而来。

在该市银田镇银田村敖石片区骨干
山塘的大堤上， 这几天人们经常能看到一
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在进行消毒工作。这
位年轻妈妈叫余瑜，是当地的一名村医。她
说：“村民们的生命财产重要， 我只是做了
一名医生该做的事。”

早上8时不到， 余瑜就抱着孩子出门
了。这一天，她要步行五六公里去给邻村的
村民送消毒用品和防暑药物， 然后再返回
大堤喷洒消毒药物。顶着烈日，余瑜左手
抱着孩子， 右手提着消毒物资吃力地走
着。整个路段，她不时停下来，给
怀中哭闹的孩子喂奶， 然后继续
向前方走去。

余瑜说，丈夫在外打工，双亲
一个去世、一个重病在床，只能带
着5个多月的孩子一起到抗洪前
线来。令她欣慰又感动的是，在巡
堤查险的过程中， 一些热心的大
姐会主动接过她手中的孩子帮忙
照看一会儿， 有人甚至还为孩子

准备了奶粉……
余瑜本可以安心在家带孩子， 但面对

今年罕见的汛情，她婉拒了组织的照顾，主
动请缨为抗洪抢险尽一份力。

中午短暂休息过后， 余瑜又带着孩子
出现在附近的大堤上， 与同事一起为各个
救灾棚消毒喷药。百来米的湖堤，余瑜等人
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消毒要仔细， 不能
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洪水过后，堤岸附近的蝇蚊、病菌格
外多，必须及时消毒防疫。”余瑜说，每次巡
查回来，她和同事个个累得满头大汗，但谁
也不愿停歇。

长沙：天晴汛缓，车水马龙

娄底：雨停水退，路畅桥通

决战东山垸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周玉意

山洪暴发、良田被淹、房屋冲毁、城区
内涝……连日来， 邵阳县广大党员干部把
抗洪救灾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
考场。在洪灾骤至时，他们挺起脊梁，用生
命践行入党誓言， 诠释了党员的责任和担
当。

从6月28日起， 塘渡口镇蔡山团村党
支部书记张雄军就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
5天未归家，直到7月2日下午洪峰退去时，
张雄军的老婆仍然被困家中。

张雄军家是做塑料袋加工的， 生产的
机器设备和原料都放置在房屋一楼。 洪水
袭来时， 张雄军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赶
赴村头坝上处理水库塌方， 顾不上家里物
资的抢救，机器设备毁于一旦，自己的小车
和一台面包车也被浸泡在洪水中。

在此次洪灾中，蔡山团村受灾严重，共
淹良田1100亩，淹没房屋50间，山塘塌方1
处，460余亩网箱被毁。“此次抗洪防汛如
果不是张雄军冲在前头， 村里就不只是庄
稼被毁了。”与张雄军并肩作战的蔡山团村
主任张秦感慨说，“面对洪灾， 支书真是我
们的主心骨。”

“我是党员，必须靠前。”从抗洪火线下
来的张雄军并没有及时回家， 他惦记的是
谢义的厂房和村民的安全。 张雄军舍小家
为大家的无私情怀，谢义是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他感慨地说：“我活到这么大，哪看到

对百姓这么负责的支书。”
7月1日下午，邵阳县夫夷河水位持续

上升，超过警戒水位4.34米。洪峰过境造成
河水倒灌，县城城区发生严重内涝。危急关
头， 邵阳县人武部官兵冲在前头， 忘我奋
战，全力投入抗洪抢险的战斗中。

7日2日早上6时许， 县城老街大部被
洪水淹没，已经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的人
武部官兵接到报告：“由于洪水来得急，有
群众被洪水包围，请求救援。”县人武部后
勤科孙科文二话没说， 带领民兵驾驶冲锋
舟展开营救。

水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物，稍不注意，冲
锋舟的螺旋桨就会被缠住， 随时有被冲翻
的危险。 孙科文沉着应对， 仔细地选择航
道，小心操作，排除万难，成功将10名被困
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街上洪水是今天凌晨3时20分退去
的，县防汛抗灾指挥中心给我们53个清扫
消毒点统一发放了消毒液。”7月3日清晨，
记者在邵阳县城的邵新街看到， 一排排党
员干部背着洒药箱， 正在给群众示范如何
对房屋和店铺进行外围消毒。

洪水退后，邵阳县530名城管队员、环
卫工人、党员先锋队员来不及休整，甩掉连
日的疲劳， 集中开展对重点区域及主要街
道、巷道的垃圾清理、淤泥清除转运工作。
310余名党员义工、 青年服务志愿者也走
上街头，清扫淤泥、垃圾。至7月3日下午，该
县被淹主要街道已基本清扫完毕， 交通迅
速恢复。

“我是党员，必须靠前”
———邵阳县党员干部抗洪抢险侧记

大堤上的哺乳妈妈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

员 鞠文霞 孙应德）“幸亏有学校可以暂住，
让我们有个‘临时的家’。”今天下午5点多钟，
长沙县黄兴镇黄兴中学的受灾居民安置点开
饭了， 家中被淹的受灾群众刘礼吃着有蛋有
肉的免费盒饭，欣慰地说。

此次特大洪水中， 长沙县汛情严重，像
刘礼这样的受灾群众还有很多。 部分群众
选择了投亲靠友或转移到安全地带， 其余
的则住进了临时安置点。 长沙县教育、民
政、卫生等部门紧急调度，在安沙、黄兴、江
背等7个镇街，利用学校场地，安排了19个
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目前，共安置受灾群
众3600余人。

毛塘小学作为安沙镇的紧急避难点，为
该镇水塘垸、梅塘垸、白塔垸等地受灾居民提

供帮助，学校22名教职员工迅速到位，无一缺
席。无论是即将退休的老教师，还是有孕在身
的二胎妈妈， 教职工们都自发赶到学校来做
事，晚上争着留下来值守。记者看到，在这里，
蚊香、纸巾、席子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教室
里铺上了整齐的防水布， 摆放着崭新的棉被
和毛毯，孩子们无忧无虑地追逐嬉笑。

在大元中心小学食堂里， 工人师傅和老
师们一道做出了香喷喷的饭菜， 送到受灾群
众手中。长沙县七中、一中则发动全校教师，
捐资捐物，为受灾群众提供便利。

“在防汛应急响应没有解除前，学校全部
停止放假，所有人坚守岗位。”长沙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安置点均准备了充足的
食物和生活用品，配有临时医疗点，消毒防疫
等工作正有序进行。

长沙县19所学校成为临时安置点

受灾群众有了“临时的家”

株洲县淦田镇成功处置2处管涌险情

7月4日凌晨2时许，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羊角村羊角电排附近，武警战士正在搬运沙袋护堤。7月3日23时许，该电排附近堤坝出现险情，武警
湖南总队直属支队与当地人武部民兵一起护堤、堵管涌，保护人民财产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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