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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超学 唐耀东 黄慧萍

7月8日，记者来到设在双牌县
麻江镇学校的该镇地质灾害临时
安置点，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幅
和谐安宁的景象： 老人们谈天说
地，笑容可掬；医务室里，医务工作
者免费为大家检查身体；孩子们快
乐地做着游戏……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在几天
前，该镇麻江村、廖家村遭遇了特
大泥石流， 堆积物共计60万立方
米(按相关标准核定，堆积物超过
50万立方米即为特大泥石流)。然
而，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该市、
县、镇、村各级各部门加强预防、提
前演练、协同作战，成功跑赢了地
质灾害。 全镇2400多名群众有序
转移，实现零伤亡， 7月4日，国土
资源部应急中心副主任薛佩瑄、地
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
刘传正深入麻江村实地了解灾害
情况时给予了高度肯定。

凌晨时分，山村响起
铜锣声

今年6月25日以来，双牌县连
日降雨。7月1日至2日， 日降雨量
突然增加到250毫米，超过历史同
期水平。 全县各村早已经实行24
小时值班巡查。

7月2日凌晨2时30分，正在巡
查的麻江村党支部书记全和平等
人发现， 流向村庄的洪水流量猛
增。全和平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
发生地质灾害的前兆。

全和平立即打电话通知村支
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要大家立即
叫醒熟睡中的村民， 紧急转移。大
家商量，决定首先把可能遭遇泥石
流的村民，集中安置到地势较高的
原麻江公社的老院子里。

不久，村党支部委员全治国敲
响的铜锣声， 在村庄上空回荡。其
余的两委干部、共产党员，挨家挨
户帮助大家转移。

尽管铜锣声夹杂在风雨声里，
但村民们像听到命令一样，迅速起
床， 在该村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快
速转移到安全地点。居住在危险地
带的该村4、5、6组146户656名村
民，在凌晨5时山上的泥沙大量向
村庄涌来之前，已全部安全转移。

该村6组村民廖仁林向记者回
忆起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廖仁林
的家在半山腰，他的儿子和儿媳在

外打工， 他在家带着年幼的孙女。
凌晨3时， 村里的党员干部扶着他
和孙女紧急转移没多久，他的木屋
就被泥石流淹没。

2日上午， 受灾严重的麻江镇
廖家村村民也实现安全转移。到目
前，全镇安全转移2400多名群众，
无一人伤亡。

为什么在特大地质灾害面前，
村民们能快速、有序转移？双牌县
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乐永生向记者
作了介绍： 在强降雨来袭之前，全
县所有村均实现24小时值班，并做
到应急演练全覆盖，在每个村组都
配备了铜锣、口哨、电筒；通过全覆
盖发放宣传资料等，向广大群众普
及地质灾害避险知识。

通过多次演练，村民们听到铜
锣、口哨声，会立即明白发生了险
情，按照事前演练的路线，安全转
移。

关键时刻 ， 党支部
就是“主心骨”

“当时我走不动了，是党员背
着我走的。”“关键时刻， 我们没有
慌乱，因为我们知道，有党支部在，
我们就有希望！” ……记者来到该
镇地质灾害临时安置点采访时，广
大群众纷纷对记者说。

7月2日下午，联系双牌县的永
州市委常委、市军分区司令员王守
海等迅速赶到现场，指挥转移剩下
的3个组220多名群众， 并实行区
域管制。

尽管许多村民家遭了灾，但安
置点秩序井然，村民情绪稳定。记
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安置点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22名党员结对2到
6户村民， 经常与大家交心谈心，
主动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前天，
安置点70多岁的全高芳突发高
烧， 临时党支部委员廖新文马上
把她送到镇卫生院， 通宵守在病
床前照顾。 麻江村今年80岁的全
相誉告诉记者， 自己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么大的地质灾害， 是党员
干部背着自己一路转移。现在，不
但每天有医务人员为大家检查身
体，安置点还组织看电影、送戏下
乡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到目
前， 没有发生安置点的群众无故
折返的现象。

在临时党支部的带领下，安置
点还建立了请假、就寝、就餐等各
项制度， 并在各个寝室选出了室
长，服务室友。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周俊 郭云飞 杨军

7月8日，天气晴热。走在被洪水浸
泡过的邵阳市资水南路、邵水路，只见
街道整洁、人流熙攘。这里，又恢复了往
日的热闹与繁华。 几天前与资水特大
洪水激战的硝烟，已随滚滚河水远去。

6月底至7月初，暴雨连连。千里
资水，浊浪滔滔。一场搏击突如其来
的特大洪水的战斗， 在资水流域邵
阳、娄底、益阳打响。

这一仗，打得异常艰难，也打得
格外漂亮。

邵阳市 滚滚洪流奔涌
而来时，军民携手奋起抗击

在邵阳县境内，夫夷江汇入资水
后，滚滚洪流如脱缰之马，朝资水流
域第一座较大城市———邵阳市奔涌
而来。

6月30日15时， 资水第一轮洪峰
过境邵阳城区，水位达215.2米，超警
戒水位1.2米。而据预计，水位更高、
破坏力更大的第二轮洪峰，将于7月1
日晚至7月2日凌晨抵达。

水情就是命令。7月1日，邵阳市启
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市委、市政府决
定，取消7月1日、2日周末休假，各级各
部门全力投入抗洪。同时，要求大祥、
双清、北塔3个区，抢在当天24时前，完
成资水、邵水两岸所有居民转移。

洪峰过境，责任如山。7月1日晚，
邵阳市防指灯火通明， 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坐镇这里，会
商调度各地防汛工作。 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事青到城区一些重点区域检
查，排兵布阵。

决战的号角吹响。在城区、乡村
沿资水一线， 邵阳军民奋起抗击！城
区无眠，邵阳无眠。

7月1日17时30分，200余名武
警、消防官兵携带冲锋舟、救生衣、救
生圈和救生绳等器材，到达邵水西路
邵水桥附近，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资水两岸， 抢险人员彻夜不歇，
扛砂固堤。

7月1日18时左右，北塔区新滩镇
茶元村3个组出现资水倒灌，300多人
被困，情况危急。

首战在茶元村打响。 北塔区民
兵、 城管队员及乡村干部100余人迅
速集结，分赴各家各户，动员群众转
移。20时44分， 北塔区消防大队教导
员王波、大队长徐春雪带3台消防车、
21名指战员赶往支援。 因道路被淹，
消防官兵下车乘坐冲锋舟，划一段抬
一段，艰难前行。

洪水不断上涨，被困群众越来越
危险。7月2日凌晨1时30分，邵阳市安

监局接到紧急调令， 立即组织人员，
赶赴茶元村河上桥救援。奋战到7月2
日上午9时许，茶元村出险地段102户
530人全部安全转移。

在特大洪水面前，邵阳市广大党
员干部和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始终以
人民利益为重，冲锋在前、忘我付出，
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邵阳市公安局将防汛抢险前线指
挥部设在邵水桥西头， 局领导靠前指
挥，带领广大公安干警通宵达旦奋战。

双清区桥头街道办事处主任唐
英，在完成迴栏街、马家台院落等地群
众转移后， 还不忘停靠在资水岸边的
20余艘渔船。7月2日凌晨1时20分，她
又带着防汛专干谢璟等人， 登上资水
防洪堤，核查渔船是否转移。随后，她
和社区干部以及城管队员、公安干警、
武警官兵等，坚守在资水泥湾低洼段。

邵阳市城管支队将资水南路作
为自己的主战场，支队长梁武军连续
奋战39个小时不下火线。唯一的女队
员邓赟巾帼不让须眉，连续值守12小
时。 周围居民见状， 主动提供水、食
物。在北门口开副食店的陈小明竖起
大拇指：“有你们在，我们就放心。”

7月2日14时，资水邵阳市区水位
达到218.68米，超警戒水位4.68米，超
保证水位1.68米，为1996年以来最高
纪录。

7月3日凌晨，资水水位开始消退。
当天13时，水位降到安全水位以下，洪
峰安全过邵阳。

娄底市 洪峰过境前，新
化县连夜撤离资水沿岸低
海拔地区10余万群众

洪水滚滚而下，资水流域娄底市
的冷水江、新化两座美丽的滨江小城
相继告急。

7月2日，一场保卫家园的激战在
新化梅堤打响。

据水文数据，当时柘溪水库流入
水量为15600立方米每秒， 泄洪量为
7500立方米每秒。 水位在不断上升，
预计当晚资水新化县城段洪峰水位
将超过173米，超警戒水位5米以上。

在新化县防指，气氛紧张。“今晚
洪峰过境有一场硬仗要打，梅堤一定
要保住，绝不能让洪水进城!”新化县
委书记朱前明的话掷地有声。 随即，
县防指下达命令， 加固加高堤防、增
派人员物资、启动抢险救援预案。

7月2日19时，资水新化县城段水
位上涨至173.17米， 超警戒水位5.17
米，距堤面仅0.83米。“马上做好撤离
动员，不能拿群众生命财产做赌注！”
新化县委副书记、县长左志锋下达命
令。19时30分， 资水沿岸海拔低于
174.5米地区的10余万群众快速撤

离，并被妥善安置。
同时，3000多名防汛队员全员上

堤，突击加高加固堤防。架电、装料、筑
堤、运输 ……由武警、消防、民兵预备
役官兵以及机关干部组成的抢险队伍
一字排开，十里梅堤一片“橙黄”（救生
衣）。灯光下，铁锹飞舞、人影穿梭，一袋
又一袋石头、沙土整齐地码在堤岸上。

这是一次信心与毅力的考验，这
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大家还清楚记
得，1996年洪水漫过堤坝， 给城市带
来巨大伤痛。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大堤上，一群退伍老兵从新化县
北部吉庆镇赶来支援，带头的老邹告
诉记者：“这次我们有100多人主动来
参战，防汛守堤就是保卫家园，我们
老兵不老！”

短短几小时，大堤加高了1米多。
7月3日凌晨1时许， 大堤上警报

响起，洪峰即将到来，所有防汛人员
快速就岗就位。“抵御洪魔， 保卫家
园”“挡住洪水，保我新化”……一句
句喊声震天动地。

7月3日1时51分， 资水新化段水
位达到173.35米，超警戒水位5.35米，
创1996年以来最高纪录。 而此时，经
过加固加高，防洪堤防洪能力提高到
了175米。在梅山儿女严密防守下，洪
峰在冲撞2小时左右后，平稳过境。

7月3日凌晨6时，东方既白，新化
县城安稳如山。

这一仗，赢了。

益阳市 防洪大堤上 ，
巡堤查险队伍仍在坚守

“资水发起威来，真有点吓人呢，
我们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说起7月
1日迎战资水特大洪峰的情景， 正在
大堤上值守的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
纪委书记祁春林仍心有余悸。

6月29日至7月1日， 益阳市连降
大暴雨， 加之上游柘溪水库开闸泄
洪，资水益阳段水位不断上涨。

危急时刻，益阳市委、市政府按照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科学
统筹抢险力量， 做好堤垸防守和抢险
处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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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电站防汛
联合调度，空库行洪。

6月30日， 资水桃江站水位陡然
上涨，桃江告急。

6月30日晚至7月1日凌晨， 益阳
资水沿线灯火通明， 多少人彻
夜未眠。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瞿海连夜赶赴桃江
督战。7月1日，通宵未睡的瞿海
又组织召开防汛会商会， 再急
赴赫山区、资阳区、桃江县、益

阳高新区督战。 益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值恒整夜坐镇市防指。

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300余名
官兵闻令而动， 出动车辆30余台，携
带10余艘冲锋舟、500余件救生衣，驰
援桃江。桃江干部群众、公安民警与
子弟兵彻夜坚守，迎战洪峰。

在桃江县城关垸、 花果山垸、牛
潭河垸3个万亩堤垸中， 城关垸最为
危急。而城关垸险段中，又数桃花江
汇入资水地段最为险峻。县人武部干
部组织200余名民兵和100名国防科
大学员，在此严密防守。他们将人员
分成10个小组，分段包干，责任到人，
开展筑堤竞赛。堤下洪水肆虐，堤上
热火朝天， 很多群众主动参加筑堤。
奋战至7月1日凌晨3时，近3000米长
的堤段上筑起了1.5米高的砂袋墙。

7月1日10时，洪峰平稳通过资水
桃江站。洪峰水位达44.13米，为历史
上第二高水位。

桃江，打赢了这场洪水遭遇战。
在下游资阳区、赫山区、益阳高

新区，抗洪战斗照样激烈。6月30日14
时30分，资阳区大码头街道青龙洲多
名群众被困，区人武部迅速出动舟桥
连民兵20人、冲锋舟2艘，转移被困群
众。到17时50分，共转移11户26人。

7月1日凌晨3时许，资阳区新桥
河上垸五房洲发现2处管涌。因水位
上涨太快， 前往五房洲的陆上交通
阻断。 区民兵舟桥分队迅速赶赴水
淹路段， 用冲锋舟转送抗洪救灾的
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 为处险赢得
了时间。

6月29日至7月1日12时， 赫山区
组织干部1200余人、群众2万多名，在
资江防洪大堤上值守巡查。省军分区
支援的100名陆军预备役战士驻守永
申垸， 区人武部160名民兵集结奔赴
一线。

7月1日13时，资水益阳站水位达
39.14米，接近历史最高水位，洪峰安
然通过益阳。

至7月2日上午8时， 益阳市在这
次抗击资水特大洪水中，共投入巡堤
查险、抢险人员7万余人，及时处置较
大险情4处，紧急转移安置36580人。

抗击资水特大洪水的战斗取得
阶段性胜利，但洞庭湖区依然保持高
水位。

至7月8日8时， 益阳市还有13个
堤垸超过警戒水位， 超警一线堤长
535.22公里。在益阳资水沿线防洪大
堤上，巡堤查险队伍仍然在坚守。

这一仗，打得异常艰难而漂亮
———资水流域抗击特大洪水回眸

� � � � 双牌县麻江镇遭遇特大泥石流，2400多名群
众无一伤亡———

有序转移,跑赢地质灾害

救灾物资发放现场。 7月7日， 怀化市委统战部在通道侗族自治县
举行抗洪救灾捐赠仪式， 一批由腾讯公益、 壹基金及爱心网友捐赠的物
资运抵万佛山镇官团村灾区。 李尚引 摄

7月7日， 岳阳市君山区钱
粮湖镇两门闸村， 医务人员在
为巡堤村民看病送药。近日来，
洞庭湖遭强降雨袭击， 岳阳市
有39个堤垸超警戒水位。 为支
援抗洪第一线， 岳阳市一人民
医院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和医
疗专家走上堤坝， 为防汛村民
看病送药。

许竞辉 何树林 摄影报道

慰问灾区

支援抗洪一线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姚进群 石科圣 王艳)“对
这种流量不大的管涌， 要先用一层
鹅卵石对漏， 再在其上面铺一层细
沙，细沙上面再压鹅卵石”……最
近两天，益阳市防办技术组专家组
成员刘长益，奔波在赫山、资阳区
等地的防洪一线，对资水堤坝险情
处理进行技术指导。

益阳市水务局在今年抗洪救
灾中，派出技术人员到各县区指导
查险抢险，为该市抗洪救灾取得阶
段性胜利作出贡献。6月24日以
来，益阳市先后向7个县（市）区派
出水利专家40多名， 对资水流域
柘溪以下梯级水电站防汛联合调
度4次；处理险情284处，其中特大
险情1处，较大险情3处。

益阳市水系、河系、堤垸关系
复杂。 在迎战资水干流特大洪峰

时，益阳水利专家利用多年洪水预
报经验，精确分析资水的洪峰水位
和流量，精准掌握资水柘溪电站以
下的东坪、株溪口、马迹塘、白竹
洲、 修山5级电站各梯级电站的启
调和关闸时间。他们根据柘溪水库
下泄流量、降雨量等信息，与水文
局技术专家讨论是否启动联调，并
报告益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主要
领导决策。6月29日， 通过联合调
度，精准提前预泄，在洪水来临前
闸门全开，达到了最佳效果。

洪峰过后，益阳洞庭湖地区依
然保持高水位。为确保防洪堤垸的
安全， 市水务局增派技术力量，充
实到各组 ， 与全市水利系统的
1756名技术人员一道， 和各地防
汛力量对电排维修、运行、沟渠清
障等情况进行检查， 及时找险除
险，确保大堤安全。

益阳水利专家给力抗洪抢险
处理险情284处，其中特大险情1处、较大险情3处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株树桥水库是长沙市最大的水
库，也是省会重要的第二饮用水水源
地。前一向的汛情来势汹汹，是否给
这个饮用水源带来了影响？供水是否
正常？水库是如何在发挥防汛功能的
同时，保障向省会供水的呢？7月6日，
记者到这里进行了实地探访。

从浏阳市区出发不到40分钟，到
达该市高坪镇株树桥村，株树桥水库

大坝坐落在此。 从大坝往上游看，高
大坚固的堤坝拦蓄着满满一湖清水，
依然如往日般碧波荡漾。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大坝之下，河水还是又黄
又浊。从下游一路至30公里外的浏阳
城区，洪水“扫荡”的痕迹依稀在目。

“那里就是长沙饮用水原水取水
口。”站在水库大坝上，浏阳市株树桥水
库管理局局长黄永忠用手指向大坝上
右方。他告诉记者，前些天雨下得很大
时，库区的水也是这样，“这些天，株树

桥水库向长沙市的原水供应保持了正
常，每天依旧保质保量50万吨左右。”

“平时，水库就有漂浮物打捞队进
行杂物打捞。最近汛期，来自小溪河上
游的枯枝等漂浮物增多， 我们也增加
了打捞人手，加大了打捞频次与力度，
确保水质不受影响。”黄永忠说。“这些
天我们队员打捞的杂物多了很多，大
家全天都是在水库里。”株树桥水库打
捞船只管理员连年明介绍。

汛期水质是否优良？监测很重要。水
库水质环境监测监督管理站加大了对水
质的检测力度。 记者在株树桥水库水质
监测站监测机房看到，价值200多万元的
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系统正在运行中。机
房工作人员说， 他们一直是坚持每天24

小时不间断监测， 并且将监测结果同时
上传省水文管理局。“检测表明，这里向长
沙市水厂供应的原水都达到了二类以
上，而且多数时候是一类水。”黄永忠说。

这座长沙市最大的水库，具有举
足轻重的防汛功能。黄永忠说，至7月
6日8时，株树桥水库为下游防洪错峰
13893.54万立方米，极大地缓解了下
游河道行洪压力。

“水库控制水位不超过165米，既
保证防汛需要，又确保向长沙供水，同
时兼顾发电， 通过科学调度发挥最大
综合效益。”黄永忠介绍，汛前，株树桥
水库管理局科学制定水库年度调度计
划，6月23日前将库水位控制在158米
左右，预留防洪库容6730万立方米。

株树桥水库依旧碧波荡漾
每天向长沙供水50万吨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