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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杨韬 徐宏新） 据省防指通报，7月
4日，湖南湘资沅澧4水干流及湖区共30站
水位继续超警戒水位， 沿线大堤仍面临巨
大压力。已在一线连续奋战5天5夜的武警
湖南总队抗洪抢险官兵丝毫不敢松懈，集
中精力打赢这场抗洪抢险攻坚战。

昨晚9时许， 望城区乌山镇八曲河徐
家桥段堤坝上传来消息， 经过武警长沙支
队180名官兵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 连续
多段的管涌险情得以解除。救援中，官兵们
一共转移受灾群众110名，抢救物资100余
件，装填沙袋20000余个，处置管涌10处 ,
散涌点10余处。

今日凌晨时分， 益阳市赫山区资江大
堤毛角口羊角进水闸处突发重大险情，一
处直径接近1米的管涌突然往外渗着水和
泥沙，部分堤段出现下沉状况，随时有溃堤
垮堤危险。 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150名

官兵紧急驰援现场。因为管涌口径大、水压
高，正面封堵难度大，现场指挥员果断采取
两侧封堵的方法， 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带
头跳入水中扛沙包、投石料、装沙袋，经过
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凌晨5时险情得到初
步控制。目前官兵们仍在一线值守，确保
大堤无虞。

今天上午6时许，因连续强降雨和长时
间高水位浸泡， 长沙市雨花区黎托街道辖
区浏阳河竹沙桥泵站出现一处险情， 河水
倒溢。险情发生后，昨天从怀化乘坐高铁前
来长沙参与支援的120名特战集训队员火
速驰援，在当地水利专家的指导下，官兵们
采用铁丝网包扎棉被和砂石等方式堵塞倒
灌口，目前险情已在可控范围，官兵们仍在
一线抢险。

截至发稿时， 武警湖南总队已累计出
动兵力9000余人，目前仍有2500余人在全
省抗洪一线积极应战此次洪水灾情。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吴昊 邓桂林

7月4日上午， 由长沙市卫生计生委组织
的5支抗洪救灾医疗队、9支救灾防病应急处
置机动队，奔赴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等地，
为当地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灾军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

连日来， 全省卫生计生系统的“白衣战
士”们，在洪灾面前主动担当，全力投入抗洪
抢险， 在洪峰浪尖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病防
疫大堤。据不完全统计，汛期以来全省各地已
派出医疗救援和防疫队伍1240多批次， 全力
开展灾后医疗救治、心理疏导和卫生防疫，确
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拿惯了手术刀，拿起沙铲来，
也驾轻就熟了

7月2日，湘江水位创下历史新高，长沙坡
子街沿江风光带危急！ 长沙市天心区卫计局
组织辖区的80名职工，成立抗洪抢险突击队，
第一时间赶赴险情现场。 队员们扛沙包、筑
子堤、堵管涌、查险情，确保了责任地段安然
度险。

6月30日起，长沙市天心区卫计局党委书
记、 局长彭彦辉带领干部职工连续奋战在抗
洪抢险第一线，组织参与兴马洲转移群众、开
通抗洪医疗救援绿色通道。 由该区卫生计生
单位组成的15支医疗服务队一直驻扎在抗洪
抢险一线，送医送药，转运病人。

不断暴涨的水位， 牵动着每一个长沙人
的心。7月2日清早，长沙市第一医院骨科副主
任医师蒋成明匆匆赶往江边， 和抗洪抢险人
员一起筑子堤。铲沙、装沙袋是一门看似简单
却不简单的活，蒋成明摸索出了“窍门”：一次
必须装到袋子半截处，不能太满也不能太散，
这样容易踩实，很考验“手力”。拿惯手术刀的
他，拿起沙铲来，也驾轻就熟了。“每一个长沙
人都想为抗洪救灾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这不

算什么。”蒋成明说。
医者仁心，这样的自发之举，不在少数。7

月2日下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方第英、 罗雄辉和进修医
师肖造林在结束了一天的临床工作之后，主
动来到湘江中路海信广场附近， 投入到装递
沙袋工作中。

漫漫长夜， 医生站着为患者
托举输液瓶3小时

受持续暴雨和强降雨影响，7月1日上午，
辰溪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告急，请求怀化市卫
生计生委紧急转移高危病人和血透病人。

灾情就是命令！
怀化市卫生计生委立即召开了救病防灾

与医疗救治工作紧急会议。7月2日下午2时，
怀化市一医院、怀化市二医院等4家医院的28
名医务人员，调集10台医疗救护车，赶赴辰溪
县紧急转移了2名高危病人和70名血透病人。

险情发生时， 参与急救的医务人员都是
连续作战。

7月1日凌晨4时，大雨滂沱，两辆120急救
车呼啸着从浏阳市中医医院驶出。 太平桥镇
一处房屋发生倒塌，被埋人员急需抢救。26岁
的医生彭平安1个多小时前刚刚结束一场急
救，又被派往现场。

距事发现场约4公里处，道路塌方，急救
车无法通行。 彭平安和同事们顾不上通宵未
眠的疲惫，扛着部分急救设备，在雨中奋力前
行。这是他们连轴转的第7场急救了。有的护
士已累得嘴唇苍白，刚吹干的头发再次湿透，
但没有一个人的行动因此滞缓。3个小时的救
援结束后， 一位年轻的医生才拿出了一包备
用葡萄糖喝了起来。他说：“一天没吃饭，实在
是饿得受不住了。”

军民驻守堤坝，“白衣战士” 守护健康。7
月3日晚，长沙望城区乌山街道上演了“你抢
救大堤，我托举生命”的感人一幕。

7月3日晚上7时50分，在望城区乌山街道
李家塘抢险中，有3名抢险人员因体力透支出
现晕厥。乌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救治
分队冯晓明医生、王俊权护士长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其中一人因病情较重需输液治疗，因输
液瓶无处可挂，漫漫长夜，冯晓明医生站着为
患者托举输液瓶长达3小时，直到患者输完。

“你们驻守堤坝，我们守护健康。”这成了
抗洪抢险第一线强劲的主旋律和协奏曲。

洪水退到哪里，防疫工作就要
做到哪里

雨水停歇，积水慢慢退去。对卫生防疫人
员而言，洪水退到哪里，防疫工作就要做到哪
里。

宁佐海和杨晓是泸溪县疾控中心的卫生
防疫人员。 他们已连续多日奔走在渍水严重
的浦市等地开展消杀工作。配药、喷洒、投放净
化剂，高温天气下渍水散发出刺鼻味道，背着
10公斤重的消杀喷雾器，肩膀被压出两道深深
的红印，脚底也磨出了水泡。他们依然坚守在
防疫第一线。面对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宁佐
海淡然地说：“这是本职工作。 我们早一点消
毒，群众健康就多一分保障。累点，苦点，值！”

涟源市渡头塘镇卫生院在此次洪灾中，
医疗设备损失严重。 该医院党支部安抚好医
护人员情绪后，迅速组织精干力量，紧急调配
喷雾器、84消毒液、消炎药等，投入到消毒防
疫战斗中。

与卫生防疫工作同步开展的， 还有生活
饮用水、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监测工作。
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 主任陈小春介
绍，目前防汛抗灾卫生应急重点是灾后防疫，
价值约400余万元的消杀灭器械、药品，已通
过省级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陆续调拨到县
市区救灾一线。 各受灾地区卫生计生部门和
医疗卫生机构取消周末休假， 全力投入到救
灾防病工作中。

“你们驻守堤坝，我们守护健康”
———湖南省卫生计生系统防汛救灾侧记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玉胡）暴雨牵动着商贸战线员工
的心。连日来，包括友阿集团、步步高集团、
通程集团、湖南苏宁等在内的商贸企业，以
各自的方式为抗洪救灾出力， 充分体现了
湘企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

“作为本土企业，在天灾面前，我们要
与灾区人民同舟共济。”今天下午，在友阿
集团庆祝建党96周年大会上，友阿集团董
事长胡子敬代表公司向长沙灾区捐赠人民
币100万元；现场党员纷纷自愿捐款，短短
1小时捐款12万元。据悉，当天下午，友阿
集团还组织了一批急需物品紧急送往长沙
灾区，为灾区群众重建家园贡献力量。

步步高集团紧急成立抗洪救灾小组。7
月1日晚， 步步高中央厨房赶制5000份热
卤盒饭并配上矿泉水， 送达抗洪抢险第一
线， 慰问参加抢险的抗洪卫士；7月2日，又

再次送出1000份。步步高集团紧急组织货
源确保市场供应，7月3日，步步高旗下的云
通物流连夜开仓，调配了3000多吨的救援
物资发往灾区。

今天下午， 湖南苏宁深入宁乡市老粮
仓镇捐赠爱心物资， 将大批生活所需物资
分发给受灾民众和抗洪卫士。此前，湖南苏
宁紧急组成家电检查服务小分队， 派出专
业售后维修团队深入宁乡灾区， 投入100
万元为受灾民众受损电器做免费专业鉴
定， 尽快解决受灾群众因洪水而导致家电
受损引起的问题。

通程集团也以自己的大爱方式投入抗
洪救灾中。7月3日下午，通程电器工作人员
自发在宁乡城区的大街小巷当起了后勤人
员， 为处理积水的市政工作人员送上矿泉
水；同时走家入户，为受灾民众查看受损电
器，讲解家电进水后的维护常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6月下旬以来， 湖南经历连续强降雨，
多地受灾严重。全省志愿者闻“汛”而动，既
有冲锋在抗洪一线的， 也有在大后方为抢
险救灾、重建家园而共同奋斗的。

新化：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志愿者
连续强降雨，致资水猛涨，新化县受灾

严重。
7月1日凌晨3时， 新化县蓝天救援筹

备队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紧急电话： 上渡办
事处塔山村三、 四组有群众被困， 急需救
援。

9名队员迅速集结， 开着5辆私家车，
带着1艘冲锋艇，迅速赶到救援地点，把2
名被困群众安全营救出来。

早晨6时30分， 蓝天救援筹备队再次
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电话， 请他们前往老汽
车站开展救援。

浑浊的洪水已经淹没了停车场，队员
们跳进水中， 敲开被洪水围困群众的家
门，把20多名被困群众一一救出。来不及
休息，他们又转战炉观镇，营救被困群众
8人。

7月1日21时40分，新化梅堤花山段出
现险情。得知情况后，新化县社区志愿者协
会会长李霞紧急召集队员驰援花山社区地
段。短短30分钟，11名志愿者抵达现场，立
即与抗洪抢险队员们一起对河堤进行加
固，装沙包，扛沙袋，疾步如飞。

据了解，该县共有20多支志愿服务队
组织了近2000人参与抗洪救灾。

衡阳：志愿者帮助转移被困群众
几天来， 衡阳市石鼓区合江街道的抗

洪抢险志愿者120人，每天轮流值班，巡查

危房、建筑工地、防洪堤、河上船只，防止内
涝、山体滑坡及船主冒险驾驶船只，转移住
在危旧房内的居民至安全地段， 并为群众
修补漏水的房屋。

常宁市参加抗洪抢险的志愿者多达
500余人，帮助转移被困群众1000余人，帮
助抢救搬运物资35车。

截至7月4日，衡阳已有8000余名志愿
者投入到了全市抗洪抢险之中， 主要参与
捐献物资、探望受灾群众、防汛值守、后勤
服务等工作，共帮助转移被困群众上万人，
协助维护路面交通秩序3600余人次，帮助
抢救搬运物资400余车， 有力地诠释了志
愿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送去暖心慰问，共建美好家园
7月2日， 辰溪县不少村庄被洪水包

围。怀化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立即组织人员，
带着救援物资赶到受灾村庄。志愿者划着
小船，将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村民
手中。

连日来，湘潭志愿者积极投身防汛抗
灾工作，服务受灾区域、困难群众和抢险
救灾一线人员， 协助解决受灾群众的燃
眉之急。据统计，湘潭有近30个社会组织
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抗洪救灾活动， 参与
志愿服务800多人次。湘潭华银爱心基金
会每晚分8个组慰问全市抗洪抢险第一
线的同志们， 给大家送去食物和水等物
资。

7月2日，永州零陵区青年志愿者联合
会组织志愿者分成三个小队： 一队对城区
所有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收入、无人赡养的
人进行摸底排查，了解帮扶情况；一队带上
150箱矿泉水慰问一线抗洪的武警官兵及
交警、环卫工人；另一队参与杨梓塘社区淤
泥清扫。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邓志刚

扛沙袋、卸砂石、察水情……7月3日，
在长沙市湘江大堤海信广场、 湘江中路地
铁口处，忙碌着一支着陆军徽标、印有塔山
胸标的抢险救援队伍， 他们是驻湘舟桥某
部转业干部， 他们自发组织参与构筑子堤
行动， 誓与驻地群众守护长沙这个第二故乡
的安宁。

连日来，湖南普降暴雨，湘江河水超历史
最高水位， 长沙城区一些低洼路段有江水倒
灌的险情。然而，几乎年年参加抗洪的驻湘舟
桥某部却缺席了此次守护三湘四水的行动。

不久前该部因军改搬离长沙， 从电视上看到
险情频发的该部转业待安置干部揪心不已，
在军转考试培训课堂的他们达成共识： 驻地
是我家，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在人民群众有难
的时候挺身而出。

9时许，经过沟通调课后，该部转业干部
迅速找回“临战状态”：准备物资、明确任务、
通信联络。半小时后，转业干部陆续抵达抢险
现场， 他们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和积累的
抗洪经验，子堤防渗透处理、沙袋交错铺搭、
梯次层叠压堵等方法被恰到好处地运用，骄
阳下汗水直冒， 脚底下趟水前行， 人人都像
“磨盘”一样来回奔跑，沙袋不够就左右开弓

一起提拉，装填砂石作业受限时就用手去扒。
毒辣的太阳烘烤下， 这个特殊群体“勇克天
堑、荣辱同舟”的团队精神熠熠生辉。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转业干部瞿吉林订
了晚上飞重庆的飞机票， 抢险间隙通知家属
退票，劝说家人等洪水退却后再陪他们度假。
在这群转业干部中，有从医院CT候诊室赶来
的，也有早餐吃到一半就上车的，还有人从外
地赶回长沙。作为老牌的抗洪军人，他们以实
际行动表示：虽然老部队分流了，但熔铸在血
脉的抗洪精神永恒，转业不转岗的初心依旧，
继续为民保安康。

夜幕降临， 子堤加固和渗水全部处理完
毕， 该部转业干部留下险情观察员后组织撤
离，他们建立起一个“抗洪军转先锋营”的微
信群， 第一时间通报险情， 准备随时接受任
务，投入新的战斗。

洪灾中筑起“暖心堤”
———湖南多地志愿者闻“汛”而动

脱下军装还是兵

商贸企业，抗洪救灾在行动

武警紧急排险
上图：7月3日上午，长沙市湘江大道五水厂泵房，湘江洪水倒灌出现

渗水险情。武警湖南总队医院卫训队的115名官兵紧急赶到，装填沙袋
围堵渗水，筑牢子堤抵御洪水。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防汛“父子兵”
右图：7月2日深夜，湘阴县沙田垸，同在湖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三团

的晏书林（左一）和儿子晏龙驹（左二）勘察管涌险情。晏龙驹今年17岁，
已经是第3次执行防汛抗洪任务。之前父子俩还参加了“东方之星”客轮
的救援。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武警湖南总队
集中力量打赢抗洪抢险攻坚战

7月 3日 ，
湘潭市雨湖区
窑湾街道唐兴
寺社区，社区党
总支副书记李
静群 (中 )和救
援队员一起给
洪水中的留守
人员送水和食
物。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朱哲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