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唐善理

7月1日至2日，持续暴雨和大暴雨，造成永
州市多地山塘、水库水位暴涨，江河横溢。

永州市湘江老埠头、冷水滩、祁阳站水位突
破警戒线，创下历史最高水位。

零陵区柳子庙景区进水， 冷水滩多个居民小
区被洪水包围， 祁阳小半个县城浸泡在洪水中
……永州市有174个乡镇82.76万人受灾。

1日20时，永州市启动防汛应急Ⅱ级响应。
2日9时30分，紧急升为Ⅰ级响应。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干部；哪里有受
困群众，哪里就有部队和公安民警。面对突然来
袭的特大洪水， 永州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齐
心协力，打了一场抗御洪魔、守护家园的硬仗。

党员干部成为“压舱石”
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灾情，永州市广大党

员干部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众志成
城，迎难而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
位，奔赴一线，连续作战，奋力抗洪救灾。

永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晖，市
委副书记、 市长易佳良等市领导连续坚守在防
汛救灾一线，靠前指挥、靠前决策、靠前抢险。

受灾县区、 乡镇党员干部一律取消周末休
假，全部下到受灾严重地区，参与救灾抢险。广
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 及时转移群众12万多
人。

1日下午5时30分，零陵区黄田铺镇邓家冲
村61岁的村民蒋秋芳在捡树枝时不慎被泄洪
大水冲走。 在附近参加防洪抢险的共产党员周
茂云抄近道，猛跑几十米跳入水中，几经曲折终

于将蒋秋芳救岀。 身体多处受伤的周茂云到镇
医院简单包扎治疗后，又战斗在抢险一线。

同一天， 在冷水滩区牛角坝镇竹溪村，40
多名老人、孩子被洪水围困。镇党委书记周海军
闻讯，带领100多名镇村干部火速赶到，在暴雨
中奋战3个多小时，将遇险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
地带。

险情面前，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冷水
滩、零陵、祁阳、东安等重灾区的党员干部日夜
坚守在一线，成为百姓放心的“压舱石”。

洪水无情人有情
洪水无情人有情， 突如其来的洪水牵动和

凝聚着大家的心。
7月1日下午，冷水滩虎岩金叶小区近3000

居民被深达3米多的洪水围困。 最先赶来营救
的是公安、武警、民兵应急分队和城管、水利应
急分队的救援人员。400多名救援人员冒着瓢
泼大雨， 奋战5个多小时， 将全部被困人员转
移。随后，救援人员又赶往凤凰园小区、舜德小
区营救被困人员，一直奋战到次日凌晨……

7月2日中午，湘江河中的冷水滩宋家洲岛
水位上涨， 不到1小时， 进出道路就被洪水淹
没，成为孤岛。岛上很多居民没来得及撤离。面
对险情，当地军警和民兵应急分队、城管应急分
队迅速赶往救援。他们携带冲锋舟、救生艇，架
起一座生命的桥梁。滔滔洪水中，经10多个小
时紧张战斗，成功转移岛上300余名群众。

7月3日，湘江祁阳段水位达89.1米，超历史
最高水位。祁阳县城五分之一面积进水，多地发
生群众被洪水围困险情， 潘市镇中洲村一片汪
洋。隔壁的上街村见状，迅速组织一支救援队，

赶到中洲村。到晚上10时，帮助转移受困群众
168人。

“到抗洪一线去!”7月2日，永州市零陵区青
年志愿者义工协会会长蒋宏发出号召， 立即引
来20多人报名，临时组建的抢险突击队随即奔
赴抗洪一线。突击队身上耀眼的“红马甲”，成了
一道靓丽风景。在洪水肆虐的柳子街，他们连续
战斗两天两夜，安全转移群众160多人。

生产自救有序展开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永州市发动

广大干部群众，迎战历史最高水位，顶住了大面
积灾情，取得了超过预期的阶段性成果。目前仍
需保持定力， 毫不松懈地抓好抗灾和补损重建
工作。” 7月4日， 李晖主持召开永州市防汛会
商暨救灾补损动员会，号召全力开展生产自救，
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目前，永州市相关部门迅速开展受灾群众安
置稳定工作，采取投靠亲友、集中安置、住宾馆3
种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他们有饭吃、有
水喝、有衣穿、有住所、有医疗保障。

在中心城区冷水滩，7月4日8时起，区机关
干部分成8个清扫组，到杨家桥街道、桥头市场
等积水退洪区域开展大清扫活动。各乡镇、街道
干部职工也在各自辖区内，开展清扫保洁工作。
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1200余名环卫工人全
员上路，36台车辆全部出动， 对退水后市区道
路上的积水、淤泥进行清理。目前，已对梧桐路、
珊瑚路、源味街、百业街等区域进行清理，共清
除淤泥杂物300余吨。

农业、水利、卫生防疫等部门人员下乡镇、
入农户，灾后重建有序展开。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通讯员 陈颖
朱文青 记者 段涵敏 ）7月4日上午9时
20分，长沙市机场高速，长沙市中心医
院抗洪救灾医疗队本应前往浏阳市柏家
镇进行医疗援助，却在半路上掉头逆行。
突然调转方向的唯一目的， 是为了救治
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7月4日上午， 在长沙市卫生计生
委组织下， 长沙市中心医院抗洪救灾
医疗队出发前往浏阳市柏家镇义诊。
出发后不久，机场高速发生一起车祸。
一名伤者头部外伤严重，血流了一地，
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交警正在现场维护秩序， 但因道路
阻塞，120急救车短时间内无法赶到。时
间就是生命。 抗洪救灾医疗队医护人员
立即下车查看伤者情况。 长沙市中心医
院创伤外科副主任曾驰给伤者进行初步

的检查后，判断为严重颅脑外伤。
伤情严重，情况紧急。长沙市中心医

院副院长邓长辉立即决定， 先将伤者送
往医院进行救治，再赶往浏阳市柏加镇。
因事发高速路段， 距离下个路口还有一
段距离，在交警护送下，救援车先逆向行
驶，然后从距离最近的路口驶出高速路，
赶往长沙市中心医院。

9时40分， 救援车一路疾驶顺利抵
达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和接诊的医
生交接完毕后， 抗洪救灾医疗队再次向
浏阳市柏家镇出发。

据了解， 伤者为50岁左右男性，身
穿橘黄色安全背心，深色长裤。因伤者的
手机已摔坏， 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无法联
系上其家属。伤者伤情较重，颅骨骨折、
脑疝、硬膜下血肿，当日上午11时左右接
受了紧急手术，暂未脱离生命危险。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通讯员 李益
桃）近期我省连降暴雨，太平洋寿险湖南
分公司迅速启动大灾应急机制， 为出险
客户开通理赔绿色通道。7月1日，宁乡一
偏远客户家遭遇泥石流， 太平洋寿险长
沙支公司人员跋山涉水， 快速兑现了理
赔承诺。

7月2日14时，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
司得知宁乡某地遭遇泥石流，迅速排查，
完成保单确认。 但因当地交通、 通信中
断，无法联系上客户家属。

2小时后， 公司安排当地机构内
勤，辗转联络上了当地业务主任，经其
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客户亲属，告知理
赔事宜。

2小时20分钟后， 理赔服务人员赶
往其家中，但途中交通受阻，被迫返回。

次日清晨6时，理赔服务人员顺利到
达客户家中，告知理赔已完成，将于当日
转账赔付。

据悉，此次完成理赔，太平洋寿险湖
南分公司仅用16小时。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张敏 吴军林

身边是肆虐的洪水，对岸是受困的群众，黄
治红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再次紧紧抓
住腰间的绳索，一点一点向被困群众走去。

“一定要注意安全，抓紧绳索。”岸上，同时
参与救援的吴林波满脸焦急，在他的身后，是涟
源市安平镇镇村干部组成的救援小组。

这是7月1日6时， 安平镇抗洪救灾现场一
个让人动容的场景。从凌晨开始，该镇的暴雨就

没有停歇，洪水漫延上了公路，随后又进了沿河
居民家中。凌晨4时，由安平镇镇村干部组成的
救援小组冒雨开始转移低洼地带受灾群众。早
上6时左右，城区沿河小区交易市场水位上涨急
促，3名群众被困，情况危急。该镇党委书记梁革
军安排部署救援工作， 唐家社区支部书记吴林
波、支委吴昆明和群众黄治红、吴新兵等，参与
到救援当中。

3名群众被困于洪水中间一处楼房的平
顶上，洪水已经淹到了房檐处。可他们距离

岸边有近60米的距离，绳索根本无法抛掷到
他们所处的位置。此时，黄治红二话没说就
将救援绳索一头套在了自己的腰间，另一头
固定在了岸边的电线杆上。 由于水流湍急，
黄治红只能一点一点摸索着前进，10分钟
后，终于将腰间的“生命线”绑在了受灾房屋
的屋顶处，3名被困群众拉着“生命线”安全
到达岸上。

事后， 有群众问黄治红，“为什么如此不顾
自身安危？”黄治红说:“上次别人救了我，这次
我要救别人。”原来，在2015年“5·31”洪水中，
黄治红被困洪水中， 是安平镇的救援干部不顾
危险将他救了上来。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7月4日凌晨6时， 桃江县桃花江镇人和桥村守
护资江大堤的巡检人员发现，前日已处理好的管涌
突发异常。大家赶快通知吴军保，很快控制了险情。

吴军保是桃花江镇水管站技术人员， 今年
46岁，入党已16年，从事相关行业近20年。村民
们说，有吴军保在，心里就有底。

他们相信吴军保，不仅是他技术好，更在于

他特别负责任。
6月30日8时左右，吴军保刚到镇上防汛指

挥部办公室就接到通知， 花果山垸人和桥村河
水发生渗漏现象。“连通资江的闸门年久失修，
专用橡胶断裂了。”吴军保说，资江的水正从闸
门的漏洞倒灌入垸中， 这里住着3000多户村
民。他马上赶到现场，将上衣一脱，直接钻入水
中，他必须要先确定漏水的具体位置。在水中钻
进钻出数次，吴军保终于找到了漏洞，他叫人赶

快拿来两床棉被，将漏洞填充好，再用卵石将其
固定，在水中忙活了1个多小时，终于排除险情。

吴军保技术素质过硬，责任心强，而且还很
细心。汛期来临后，他将智能手机换成了能超长
待机的老年机。他说，这样就不用担心耗电快接
不到电话了。

7月4日下午，记者见到吴军保时，他刚蹚过
1米深的水， 成功排除了花果山垸一次管涌险
情。紧接着，他听说该管涌附近某居民地下室可
能出现新险情，又急急忙忙查险去了。

“你们看不出吧，20多天前，他因处险摔断
了4根肋骨。”同事看着他的背影，痛惜地说。

抗洪救灾医疗队高速路上急掉头———

只为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

湖南日报7月4日讯（姚学文 陈新）
今晚9时许， 从长沙市雨花区传来消息，
当地干部群众和武警官兵奋战10多个
小时， 终于将浏阳河竹沙桥泵站闸口基
本封堵，险情得到控制，进水量减少，积
水缓解消退，沿线大堤安全。

今晨5时多，浏阳河竹沙桥泵站闸口
出现险情，导致河水倒溢。长沙市和雨花
区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临时指挥部，采取
多种措施进行封堵。 并迅速组织泵站附
近花桥、合丰、川河3个积水区域的群众

全部撤离。
记者在抢险现场看到，1000多名武

警官兵与当地干部群众采取雷诺钢丝网
固定砂石袋等方法，封堵泵站闸口，并调
用20余台抽水设备，打开机场高速辅道
泄水井盖，抽排积水。

负责竹沙桥泵站险情处置的长沙
市水务局建设管理处处长刘振君介
绍，事发区域共有2个涵闸口，其中一
个被冲坏。经奋力填埋处理，险情得到
了控制。

浏阳河竹沙桥泵站闸口基本封堵

徐德荣 唐曦 成俊峰

7月4日，雁城衡阳艳阳高照，人们脸上露
出了笑容。

4日凌晨1时12分，一波洪峰通过湘江衡阳
城区段，湘江衡阳站水位达58.86米，超警戒水
位2.36米，超保证水位0.68米。经全市干群齐心
协力、连夜奋战坚守，衡阳城一片安宁。

6月底以来，衡阳市遭遇一轮强降雨，湘江、蒸
水、耒水等水位暴涨。面对严峻汛情，衡阳市委市
政府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按
照抗大洪、抢大险要求，扎实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

作。全市党员干部众志成城，昼夜坚守。
连日来，衡阳市各地全面备战，严阵以待以

确保安全度汛。在石鼓书院外，每隔5至8米设
立一处安全督查岗位。 珠晖区和平乡东山村何
家港堤段， 干群合力将防洪堤抢修至60米高。
蒸湘区各级领导带头上阵， 直接上堤的党员干
部达400余人。 祁东县党员干部紧急救援河洲
镇落排洲岛62位渔民。常宁市将山区群众集中
安置在地势开阔的中小学校。 衡东县对大型船
只用铁锚加固， 并备足砂砾、 鹅卵石等防汛物
资。衡山县迅速处理南马线突发山体滑坡，确保
道路畅通……

大灾就是大考， 顺利过关靠的是干群夜以
继日挺在一线。7月3日，在雁峰区黄茶岭街道湘
江村一组防洪闭合圈内， 很多志愿者自发前来
铲土填充砂袋，抢筑堤坝。一位刚当父亲的村组
后备干部提前结束休假，投入抗灾抢险。

在这场与洪水争分夺秒的战斗中， 很多人
和那位父亲一样，选择先安“大家”再顾“小家”。

6月30日以来， 在衡阳城区及衡东县， 就有
600余名解放军官兵、3800余名公安干警、15600
多名骨干民兵投入抢筑子堤战斗中， 他们用肩膀
扛起一道道堤坝，用身躯架起一道道桥梁。

风雨之中见真情，干部群众一条心。党员干
部、武警官兵在风雨中转移群众、扛砂筑堤，让
群众既感动又心疼。不少热心群众、爱心企业自
发行动，为一线防汛人员送上西瓜、矿泉水等解
暑物资。仅7月3日，湘江衡阳城区3个主要险点，
就有数百名群众主动参与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合力坚守保安宁
———衡阳干群齐心战洪峰

仅用16小时

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
为受灾户完成理赔

齐心协力战洪魔
———永州市抗御特大洪灾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湘华 易和平

堤内，稻浪翻滚，丰收在望。
堤外，洪水汹涌，伺机“暴动”。
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是略显单薄的堤

身，还有一具具不屈的躯体。尽管洪水在
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发动了大小70多次
进攻，但大堤依然岿然不动。

这是7月4日， 记者到湘阴县沙田垸
采访的“第一感觉”。

6月29日，强降雨来袭，柳林江洪水
暴涨，7月2日达到超历史最高水位，险情
不断出现，最多一天出现险情30多起。

洪水来势汹汹， 但湘阴人民保卫家
园的斗志也与日俱增。

60岁的张水云是一名“老水务”，尽
管患有高血压，而且退休在家，但自6月
30日上堤后， 他就没下过火线。70多处
险情，他坚持到现场“问诊”，并开出有效

“处方”。
有着10多年党龄的姚新建，在送走

家人后，自己一人留下来，不为别的，就
是为给大堤上抗洪人员搞点服务。7月3
日凌晨3时多，刚到的人民子弟兵找不到
水喝，他从床上爬起来，为子弟兵买来了
15箱矿泉水。由于天黑心急，他的车子撞
坏了，损失7000多元，但他绝口不提。

杨开宇，为让堤上人员吃好，主动为
他们送盒饭。

7月4日，记者在大堤上看到，当地群
众提着西瓜、捧着凉茶，见到汗流浃背的
巡堤人和抢险人员， 总要送上他们的热
情……记者随机采访一位群众：“为什么
这么热情？”

“这是我们的家园，他们为了我们家
园流汗，我们也要出一点力。”

这种热情感染着堤上的人们，很多人
尽管已连续四五天没有下火线，但依然坚
守着，这或许就是沙田垸不倒的“秘密”。

沙田垸不倒的“秘密”

“上次别人救了我，这次我要救别人”

两床被子堵漏洞

7月4日， 长沙市雨花
区黎托街道辖区竹沙桥泵
站内自排涵闸出现险情，导
致浏阳河水倒灌，周边城区
溢水无法通行。现场应急队
员、水利专家、技术人员、武
警官兵等1000余人紧急驰
援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排除险情
通讯员 罗娜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连日降雨，浏阳市淮川街道淮川河、
济川河水位上涨， 并于6月30日晚开始
漫至道路和居民区。

“基本每分钟收到一个求救电话，电
话号码记了10页纸。” 淮川街道有关负
责人介绍，为切实保证群众安全，街道设
立防汛指挥中心， 负责救灾工作统筹调
度。同时，在受灾严重的城东、北园、城西
等3个社区分别设立由党政领导担任指
挥长的防汛指挥分部，配备力量，及时解
救被困群众。

7月3日下午， 记者见到淮川街道党
工委书记戴伟平， 他正与长沙市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商讨灾后防疫工作。

戴伟平的同事介绍，7月1日一早，
戴伟平接到宁乡老家80岁的老母亲打
来的电话， 而这时他正站在淮川河边
指挥防汛抢险。 电话挂断不到1小时，

戴伟平老家的通信中断了。 尽管牵挂
母亲，戴伟平说：“我不能离开，这边更
需要我。” 直到7月3日下午2时30分，
才通过从长沙赶回宁乡的亲人联系上
了母亲。

在淮川街道，有10余名干部的家遭
到洪水侵袭， 但他们都坚守在防汛救灾
一线。

自6月30日开始，淮川街道及社区
的党员干部便开始在各处24小时巡查
值守。街道办事处设立防汛指挥中心，
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唐
文华担任总指挥长， 负责救灾工作统
筹调度。

“因为工具有限，很多时候水淹到了
下巴。个别小区楼梯口被淹，我们就要搭
楼梯爬窗接人。”戴伟平介绍。

淮川街道这次共转移1.3万余人。目
前，正全力进行清淤清洁、卫生防疫与生
产自救互救工作。

求救电话记了10页纸，成功转移1.3万余人———

浏阳淮川干部坚守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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