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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7月4日，常德市防指决定，解除沅水流域
防汛应急响应。 这标志着常德沅水流域重返
“安全模式”。在这场狙击高洪的战役中，该市
实现了不溃一堤一垸、不垮一库一坝、不因灾
死亡一人、不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把人民群众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目标。

未雨绸缪，科学决策
6月29日至7月2日， 暴雨持续倾注在常德

沅水流域，降雨量平均达到134毫米，比历史同
期多了近3倍。

洞庭之西的常德，江湖遍布，水系复杂，历
来是洞庭湖区防汛抗灾重点。暴雨来前，该市
就召开防汛动员会， 明确提出“四不一降”目
标。市委书记、市长周德睿明确提出，要以人为
本、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

面对沅水流域出现的严峻形势，6月29日，
常德市防指召开会商会，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
应，所有水库按汛限水位降低1米，腾库迎洪。同
时，及时向省防指汇报，尽快降低五强溪水位。

从这次五强溪调度来看，最大下泄流量为
22000立方米每秒，没有超过下游堤防安全泄
量，至少降低沅水流域水位1.6米。如不采取这
样的调度，沅水常德站水位可能超过42.82米，
超出保证水位2.14米以上。

为做到有备无患，常德市储备了充足的防
汛物资，其中麻袋14.39万条、编织袋363.53万
条、桩木1222立方米、块石18.4万立方米、砂石
料49.6万立方米。此外，为转移群众，还调集橡
皮舟77艘、冲锋舟25艘、机动船16艘。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为了迎战这场高洪，常德市市级领导第一

时间赶赴沅水流域各自责任堤段。
桃源是沅水洪峰进入常德第一站，往年每

次泄洪，受灾首当其冲。7月1日，沅水桃源段水
位超出保证水位0.14米，121公里长的一线大
堤险情不断。当晚，周德睿急赴桃源县漳江镇，
看险情，指导抢险。这天正值党的生日，周德睿
以党员身份参加了当地在一线大堤召开的誓
师大会，并要求全体党员身先士卒，起到中流
砥柱作用。连日来，周德睿深入一线大堤，靠前
指挥，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身上沾满泥巴。

7月2日凌晨6时， 桃源县漳江镇延泉村发
生长500米、宽200米重大散浸险情，两天没有
合眼的常德市副市长、桃源县委书记汤祚国火
速赶往险地，紧急会商，采取打围、压浸等措
施，控制险情蔓延。经过100多名抢险队员4小
时鏖战，这起重大险情得到了控制。县委办一
名干部告诉记者，前几天，桃源南部山区3个乡
镇遭受山洪泥石流袭击， 汤祚国坚持守在那
里，转移、安置群众，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饿
了就冲包方便面吃，脚上的长筒套鞋还没有脱

下过，就又转战沅水流域。
7月2日凌晨3时25分， 沅水常德段进入超

保证水位。当天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赶赴常德，紧急会商，并深入一线大堤，督导抗
洪抢险。

穿行在沅水两岸431公里一线大堤上，所
到之处， 听到最多的是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赞
誉， 夸得最多的也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在抗击高洪的日子里，沅水流域5个区县、一个
开发区、 一个管理区的主要负责人深入一线，
哪里险情大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哪里有危险
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众志成城，保卫家园
在这场抗击高洪的战役中，常德市各级领

导干部、党员身先士卒，以行动感染、带动着广
大群众，沅水两岸呈现出“干部上一线，群众保
家园”的感人场景。

7月1日下午，记者在桃源县木塘垸17.3公
里长的大堤上看到，每隔50米，就有一个临时
简易棚，棚顶上飘扬着鲜艳的党旗，每个棚子
都有10多个村民负责一段大堤的巡查，且大部
分是上了年纪的人。

在一处河堤护坡上，一位老人打着手电仔
细查看有无渗水情况。村干部介绍，这位老人
叫雷美珍，今年76岁了。自沅水进入警戒水位
以来，她就一直守在大堤上。

记者上前劝她：“您这么大年纪了，早点回去
休息，让年轻人来守夜。”老人说：“村里青壮劳力
大都在外打工，守护家园也是我们分内的事。”

鼎城区花船社区紧邻沅江，上堤的一段路
被淹没，抢险队员无法上去。当地63岁的居民
杨启忠毫不犹豫地拆下自己家里的两扇门板，
搭到积水处，为抢险赢得了时间。汉寿县围堤
湖分洪闸地段， 有一个叫刘景才的老人，81岁
了， 这几天他都骑着三轮车跑10多公里路，来
大堤参加巡堤。7月2日， 武陵区常乐社区工作
人员睿智在参与处置丹洲乡太平村一处翻砂
鼓水险情时，因高温中暑晕倒。送到医疗打完
点滴，他又顶着烈日投入抢险中。

常德这次抗洪，有一点不得不提。近些年，
该市在水利方面投入巨大。 副市长龚德汉介
绍，这次高洪水位没有出现溃垸型大险，也是
这些年来大干水利的结果。特别是2014、2015
年，该市投入20亿元，除险加固沅澧一线大堤
101公里、 压浸防渗141公里、 改造穿堤设施
101处等，极大增强了堤防防洪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我给孩子取名文澄虹。”7月4日中
午， 祁阳县潘市镇下堡桥村天空湛蓝，生
下孩子才一天的村民张军艳开心地说：
“‘虹’是谐音‘洪’，也有雨后见彩虹之意。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母女的人， 谢谢你
们！”

7月2日， 连日暴雨造成湘江永州段
水位猛涨，下堡桥村被洪水围困，成了一
座“孤岛”。“我肚子疼，好像要生了。”村
里孕妇张军艳突然阵痛面临生产， 家人
赶紧拨打120，但因洪水围村，救护车进
不来。

“我们这里有个孕妇要生了，希望能
用冲锋舟把医生送进来。” 祁阳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陈莉得知消息，向正在祁阳
抗洪的郴州市苏仙区人武部民兵求援。
“暂时没办法过去，水流太急，等水位退
点再送人进去。”参与抗洪的民兵无奈回
应。所幸，前方传来消息，孕妇还只是阵
痛。

7月3日下午水位下降， 救援人员乘
坐大卡车， 蹚水到了下堡桥村临近的石
峡洲村，但要想送医生进去，还有2公里
水路要走。 此时前方传来消息：“产妇已
临盆，情况危险。”

“准备用冲锋舟送人进去，沿着被淹
的路走。”郴州军分区司令员翁曦赶到现
场，当即拍板。

“我救援经验丰富，我来带队。”苏仙
区人武部部长周启雨主动请缨。 潘市镇

卫生院院长何双喜和妇产科医生谢娟也
请求参与救援。

3日下午5时许，一支由5名官兵、2名
医生组成的救援队乘冲锋舟出发了。
“我也要去，不然不放心。”为保证救援成
功， 由熟悉当地地形和水情的谢家湾村
支书李志斌开船引路， 陈莉和两名医护
人员坐到了船上。

虽然湘江水位在缓慢下降，但仍超警
戒水位6米，水流湍急，洪水不时从上游冲
下水草树枝等， 救援人员随时有生命危
险。

“稳住，稳住，往前冲！”在第一只冲
锋舟上，周启雨紧张地进行指挥，漩涡不
时从船边卷过， 情况惊险。 出发30分钟
后，冲锋舟碰到一个漩涡，被一把水草卡
住了螺旋桨，顿时失去动力往一边斜，有
翻船的危险。这时，坐在船后排的一个民
兵把手插入水里，使劲一拉，把卡住螺旋
桨的水草扯了出来，冲锋舟继续前进。

2公里水路，冲锋舟用了1个多小时，3
日晚7时10分， 救援人员终于抵达下堡桥
村。此时，有200多人等在岸上，他们举着
手机和手电，迎接救援人员。上岸后，何双
喜、谢娟背着器械往房间里冲。检查后，医
生发现情况很不好， 张军艳腹中羊水不
够，婴儿已严重缺氧，须赶快开展急救。7
时23分，张军艳终于产下一名女婴，然而
婴儿已窒息，全身发紫，不会哭。何双喜、谢
娟用器械清理婴儿口腔，轻轻拍打婴儿背
部。“哇……”几分钟后，婴儿终于发出人
生中第一声啼哭。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 唐勉婕

7月4日，湘潭县石潭镇蓝天碧云。记者在
流经该镇的涟水河畔看到，河水已逐渐回落。

7月2日凌晨，涟水暴涨，超出警戒水位5米
多。石潭镇4万人受灾，水淹3000余户，农作物
受灾面积3.25万亩，是湘潭市受灾最严重的乡
镇之一。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市长谈文胜等
相继赶赴石潭镇，指挥抢险。

河堤开裂，抢险“一线”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一次洪水，河堤差点

决口。” 石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彭术其回想
起前两天大水，仍心有余悸。

7月2日凌晨5时， 彭术其在巡防时发现河
堤一处出现裂缝，另一边开始出现管涌。一旦
决口，将危及堤外2万多人的安全。他立刻拨打

县防指电话，请求火速增援。
10多分钟后，用于抢险的木桩和挖掘机

运到了现场。古城村村委会主任黄湘滔第一
个跳进水中，与其他人一起，用最快的速度，
完成了200根木桩的固定， 为保住河堤赢得
了时间。

急流遇险，生死“一线”
7月2日凌晨1时40分，石潭镇陈立强等5名

应急队员与武警湘潭市支队10多名官兵，一起
在石潭镇涟水河段登上3艘冲锋舟， 前往营救
被困群众。

冲锋舟很快驶入涟水河中心，水流变得湍
急，冲锋舟内积满了水。

突然， 一艘冲锋舟的发动机出现了故障，
失去控制，向涟水下游冲去，险些翻船。情况危
急，掌舵的曾洪波要大家趴下扶稳船身，并想
办法往岸边靠，终于在离岸约200米的地方，被

一棵树拦住。石潭镇迅速组织营救，舟上5人获
救。

划船送餐，温情“一线”
7月1日吃完午饭，石潭镇杉木桥社区居委

会的曾全银和同事们挨家挨户上门，要求河堤
附近住户转移。

为了尽可能减少群众损失，曾全银和从镇
上赶来的干部，将部分家庭的贵重物品搬上楼
房的高层， 一部分用船托上地势较高的地方。
对已被洪水围困的家庭， 让他们待在房屋顶
层，等待救援。

“他们真的是一群贴心的干部，想到我们
没有吃饭，还冒雨划船给我们送饭。”居民张自
强感激地说。

7月2日， 全部受灾群众被安置到石潭中
学、古城中学以及当地的养老院，有饭吃、有衣
穿、有病能治疗。

防汛救灾“一线”牵

一场漂亮的狙击战
———写在常德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之际

“哇……”婴儿发出人生第一声啼哭———

洪水围村，宝宝平安降生

湖南日报7月4日讯（通讯员 盛紫婵 胡朝
楠 记者 李治）今天早晨，长沙市莫家垸湖堤
出现管涌险情，经近700名抢险人员奋战5个小
时，险情得到控制。

早晨6点30分， 岳麓区坪塘街道双湖村
堤岸巡查员发现险情：双湖村莫家垸湖堤突
发5个直径约15厘米的管涌和1个直径近4米

的塌洞，这6个洞相距不足1米。此时，白泉河
与湘江水位持平，双湖村莫家垸湖堤南北两
侧水位相差近8米， 一旦发生危险， 双湖村
257户852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将受到严重威
胁。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及岳麓区主要领导闻
讯立马赶到现场。 在水利部门专家指导下，坪

塘街道综管突击队，双湖村、莲花山村、白泉
村、太平村党员突击队，中建三局、坪建投公司
以及武警部队共计近700人先后赶赴一线抢
险。

现场，坪塘防汛指挥部紧急调集沙卵石、木
桩、架管扣件、编织袋、挖机等器材物资，采用木
桩固基、土撑滤水、抛石固脚，利用土袋、沙袋堵
洞，扩大固基面到60米。经紧急奋战，险情得到
控制。目前，当地防汛人员仍在继续抢险，进行
巩固堤防等工作。

莫家垸湖堤急堵管涌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7月4日凌晨1时，长沙湘江水位持续回落，
下降至39.15米。 长沙橘子洲景区管理处主任
彭浩松了一口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灾
后复园工作。

连续4个夜晚， 浸泡在汪洋里的橘子洲头
一团漆黑。为了线路安全，橘子洲切断了外接
电源。南段支桥下，唯有景区管理处办公楼灯
火通明，滔滔洪水中宛如孤岛上的灯塔，柴油
发电车在楼外隆隆作响。

6月30日凌晨2时， 湘江水位超警戒水位。
景区防汛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橘子洲头闭园，
抽调16人留守， 其余800余名工作人员全部撤
离。目前，留守队伍坚守了100多个小时。

“橘子洲头是湖南的名片，知名度高，游客

多。当时闭园是迫不得已。”景区办公室主任彭
志浩说。

事实证明， 预判是对的。7月2日下午4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达39.46米，橘子洲洪水穿洲，
景区形同孤岛。为确保安全，岛上留守人员均
从办公楼后方水位较低处出入。

最初，岛上只有方便面充饥，也没有多的
水洗澡。近日水势趋缓，生活物资才以皮划艇
运过来。

坚守孤岛，重点是守护洲上污水处理厂和
5个配电间。其中3号配电间直接保证长沙市四
水厂取水，一旦出现问题，水厂无法作业，长沙
大河西80万人饮用水将出现困难。所以，必须
24小时不间断巡检。

7月3日深夜，记者坐皮划艇上岛，碰到一
个叫李程的小伙子，由于当天在水中一趟趟穿

行，他瘫坐在一楼大厅地上。
李程是橘子洲景区管理处保卫科副科长，

是留守队伍中的一员。 他实际上从6月28日起
就连轴转了，主要负责带队转移电瓶车、重要
办公用品等，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设备价值上千万元的污水处理站也是防
护重点，那里有6人昼夜盯守。7月1日凌晨4时，
污水站突然停运，洪水从站内喷涌而出。情况
紧急，值班人员立马检查，发现是污水处理站
受到不断上涨的江水挤压， 出现倒灌现象。大
家只好冒雨调运砂石， 开动3台大功率水泵不
间断排水。5小时后，设备恢复运行。

4天4夜，景区7名班子成员全部在岗，他们
守护着重要设施设备，不敢松懈。

7月4日8时，景区启动灾后恢复工作。由于
江水回落缓慢，作业面较小，机械无法铺开。随
着江水进一步回落，将逐步扩大作业面，完成
全面清洗。现在，队伍也壮大起来，有200余人
陆续上岛开展灾后自救。

孤岛中的坚守

� � � � � �荨荨（上接1版）
7月3日22时30分， 正在赫山区新河

沿线暗访督查防汛工作的益阳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听到消息，立
马调转车头，奔向现场，并在车上打电话
要求赫山区主要领导在组织抢险的同
时，安全转移群众。

瞿海到达出险现场时， 闻讯赶到的
当地200多名干部群众正在筑围堰。这么
大的险情，能顶住吗？还要不要抢险？有
些人有点情绪不稳。 瞿海拿起放在砂堆
上的扩音器，站在高处大喊：“亲人们，让
我们一起保护自己的家园。 大家一定要
坚定信心， 战胜这次大险！ 一二三，加
油！”说完，瞿海拿起身边一只砂袋，一路
小跑奔向管涌点。受他的感染，大家群情
激昂，全力投入抢险中。

危急关头，省武警总队直属支队150
名官兵赶到， 湖南陆军预备役师炮兵团
200官兵紧急驰援，益阳市消防支队70名
官兵火速赶到， 益阳公安干警和民兵预
备役900多人也加入进来，他们与当地干
部群众一起，与洪魔展开殊死搏斗。益阳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值恒坐镇市防指，调
度抢险人员和物资。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
毫致电益阳市委主要领导， 对险情十分
关切。4日1时20分，坐镇省防指的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打来电话，要求益阳市
和赫山区主要领导采取一切措施， 想尽
一切办法，一定要保住大堤。

正在益阳指导防汛的省政协副主席
戴道晋闻讯，于4日3时48分赶
到现场，指挥抢险。

闻讯先后赶到的益阳市水
务局副局长侯利平、 总工程师
谢冬明等技术专家， 查看险情
后心里一紧———这个管涌群之
大之猛，堤身塌陷之深之长，是
他们这些“老水利” 都不常见
的。“在里面主攻导滤， 在外面
堵漏、 压浸， 加高加固堤身”
———会商后， 他们拿出了这个
“三管齐下”的抢险方案。

4日零时， 抢险按照技术方案展开。
经近2000人紧张战斗，4日1时左右，险情
好转。4时左右， 险情基本得到控制。此
时， 在管涌群周围筑起了长50米的压浸
导滤围堰，堤身内侧渗水已减少。在临水
一边，还修筑了外防渗平台，堤顶塌陷部
位增至比原堤高0.5米以上。

4日6时左右，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 省水利厅和益阳市水务局专家会商
后，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抢险方案，
抢险速度进一步加快。

4日11时左右，烈日当空，记者在现
场看到， 装满砂石的运砂船停靠在资江
大堤边， 卸下来的砂石由武警官兵一袋
袋装好，靠多人传递，送到抢险点。同时，
动用多台机械加固堤身。此时，险情已得
到控制。据了解，这次抢险共消耗砂卵石
1.1万立方米，回填黄土1万立方米，动用
各类机械1000余台（套）。

谢海龙是赫山区武装部参谋， 今年
即将转业。灾情发生后，他主动请缨参加
抢险， 从3日晚11时30分到4日10时30
分，一直在扛砂袋，码围堰，在一线奋战
了11个小时。他说：“能抢险成功，使群众
生命财产免受损失， 自己辛苦一点不算
什么。”

曾从事水利工作41年的益阳市水务
局原调研员王友泉说， 资江大堤羊角段
这种罕见、危急的管涌群能化险为夷，不
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次抢险成功有3个
关键，一是指挥得力，二是方案正确，三
是物资迅速到位。

“抢”出来的奇迹

� � � � 7月 2日早
晨6时， 桃源县
漳江镇延泉村
沅水堤段发生
翻沙鼓水险情，
村民将砂砾石
装袋抢险。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7月4日7时， 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羊角村小河口大堤， 砂船输砂， 卡车拉土， 百
余名抢险人员正在围堵管涌。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