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华广播剧《昨夜洪峰》感人泪下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邓静莎

裂缝，渗水，管涌，坍塌……7月2日14
时40分，当这些字眼叠加在长沙市曙光垸
时，带来的结果是漫堤。

瞬间，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东斯港村
和曙光垸村千余亩田地、上千户居民，连同
福寿桥等9个配电台区、1条10千伏团然
线，一起陷入“洪荒”之中。

险情发生后， 为避免带电线路设备漏
电引发触电事故， 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暮
云供电所立即对10千伏团然线停电。

17时左右，水势逐渐平稳。暮云供电
所“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18名抢修队
员反复讨论， 决定拉开10千伏团然线155
号杆处负荷开关， 先将前段送电。“分段停
送电能尽量减小停电范围， 减少对团然线
其它区域客户带来的影响。”现场负责人张
永贵说。

但洪水漫堤后，周边早就被封锁，抢修
车辆无法出入。穿越“封锁线”去送电，显然
不是一张安全措施到位的工作单就能解
决的问题。怎么办？

张永贵马上向当地防汛指挥部求助。
送电方案得到认可后， 抢修队员们在两名
武警的护送下，乘冲锋舟进入了封锁区域。

“来电了！”18时58分，10千伏团然线
155号杆前段顺利送电， 原本一片昏暗的
曙光垸亮起了“曙光”，防汛大堤上的人们
兴奋地继续投身到抢险工作中。

3日下午，浏阳河水位退至37米。再三
确认没有危险后， 曙光垸展开溃口的填漏
堵塞和积水排渍工作。“电雷锋” 们首当其
冲，带着绝缘导线、灯头、防水灯泡，搭接临
时电源，安装照明灯具，及时停电避险。

“哪里需要照明，线就架到哪里，灯就
亮在哪里。”抢修队员们争分夺秒，抽水机
还没到位，线就已经架好，开关准备就绪。

4日凌晨3时，3处排渍机台电源、3公
里临时电源线、100余盏照明灯具已架设
好，照亮了曙光垸的防汛大堤，为溃口合拢
争取了不少时间。

当清晨第一缕曙光照在浏阳河平静的
水面上，“电雷锋”们又再次集结完毕，开始
对安全范围内的停电线路和台区进行灾后
恢复。整体检查、安全隔离、变压器空载、逐
步复电……17时58分，当张永贵顺利合上
团头新河变的负荷保险， 意味着曙光垸所
有配电台区、 高低压线路全部恢复正常供
电。

此刻，水退了，电来了，受灾群众的“心
灯”亮了。

湖南日报7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7月8
日， 岳阳12万名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仍在1200
多公里长的一线防洪大堤上防汛。17时许，长
江云溪大堤上， 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岳
阳新港公司员工蒋文强、李正军，一边巡堤查
险，一边收听著名作家段华编剧、岳阳人民广
播电台播出的广播剧《昨夜洪峰》音频。他们

说， 虽然在烈日下巡堤很难受， 但收听广播
剧，心情很激动，浑身充满力量。

段华是国家一级作家、 岳阳职业技术学
院教授，其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
优秀剧本创作奖，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金
鹰奖等。他为湖南卫视抗洪赈灾晚会《情系三
湘》所写的话剧小品《八毛钱》，曾使现场观众

尤其是抗洪官兵集体泪奔， 因此他被湖南卫
视同仁赠予绰号“催泪弹”。

今年3月，他和湖南广电娱乐频道青年编
剧段瑶一番长谈，两代编剧擦出火花，于是就
有了被称为“人性善与恶的悲壮抗争”的上下
集广播剧《昨夜洪峰》。它以雄浑厚重的笔调，
再现了长江洪峰袭来时抗洪部队营长肖水
波、县委书记江洪涛等临危不惧、拼死护堤的
壮举，并以长江大堤出现管涌为意象，发出筑
牢共产党人精神堤防的警示，发人深省。

48小时鏖战，曙光垸亮起“曙光”

通讯员 杨粲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柳德新

水情就是湖南的省情。 就像当年大禹治
水一样， 全省水利系统的干部职工， 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守护着湖湘安澜。

今年“6·22”暴雨洪水发生以来，省防指
副指挥长、 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3次动员部
署， 要求全省水利系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防
汛抗灾上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协调配合，
全面服务全省防汛抗灾大局。 水利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闻“汛”而动，全身心投入，以实际行
动体现了水利人在紧要关头的应有担当。

加强分析研判 提供决策参谋

省防汛办既是省水利厅的一个部门，也
是省防指的日常办事机构，被誉为“指挥调度
中枢”。

3月，省防汛办就提前启动防汛值班模式，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班。6月22日以来，由于汛
情“一步到位”，省防汛办启动非正常值班模式。
每天海量的信息从各地汇集到值班室后，经过
快速整理、严谨分析、全面综合，形成大量文字
材料报送至省防指，供领导会商决策，随后又
快速形成一道道指令下达到各地， 节奏之快、
要求之高、任务之重、责任之大，如同作战。6月
22日至7月3日， 省防指举行防汛会商24次，平
均每天2次，频率之高为1998年以来少有。由于
工作量巨大，所有工作人员连续10来天没睡一
个好觉，许多同志经常通宵达旦工作。

及时预报预警 杜绝群死群伤

突发山洪泥石流和超历史水位洪水，给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如果
预报预警不及时，极易发生群死群伤。

山洪预警得益于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
统。 这一系统是省水利厅近年来在国家的大
力支持下建成的，在提前转移山丘区群众、减
少人员伤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30日凌
晨2时，暴雨突袭汨罗市三江镇，3小时降雨接
近100毫米。该镇防汛办迅速启动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7个预警广播发出长啸， 预警信
号划破夜空、穿过雨幕，传递到危险区每户人
家。在镇、村干部的组织下，578名群众紧急转
移至安全地带。2小时后， 该镇洪源洞河暴发
山洪并发生多处山体滑坡，但因转移及时，无
一人伤亡。

据山洪灾害预警系统省级平台显示，6月
22日以来，全省通过该系统，共启动山洪预警
791次，发送预警短信24.6万条，启动预警广
播16300余站次。大量受山洪泥石流威胁的群
众得到提前转移，杜绝了群死群伤。

省水文局作为省水利厅的二级机构，负责
全省河湖水情监测分析及洪水预警发布。他们
也是始终24小时坚守岗位，严密监视全省河道
和洞庭湖水情变化，对一个个水情数据进行分
析研判，最终形成一条条洪水预警信息。这一
期间， 省水文局共发布洪水预警109条325站
次，为省防指科学决策提供了准确依据，也为
各地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争取了主动。

险情就是命令 投身抗洪一线

水利人不仅在防汛抗灾指挥中心默默无
闻地工作，还积极投身抗洪抢险一线，贡献智
慧和力量。

7月3日深夜，益阳市资江大堤羊角段发生
一起重大管涌险情，最危险时管涌直径达3米，
堤脚掏空致100多米的长堤下沉。一旦溃堤，比
垸内民房高3米左右的洪水就会一泻而下，危
及垸内兰溪镇5万多人， 同时威胁到烂泥湖垸
内赫山、湘阴、望城等区县数十万群众安全。险
情就是命令，益阳市水务局总工程师谢冬明火
速赶赴现场，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抢险经验，
他与省水利厅专家组迅速制定了处置方案，整
晚蹲在抢险现场，目不转睛地观察险情变化。天
亮时分，险情控制住后，他终于缓了口气。

高洪水位导致水利工程险情频发， 省水
利厅共派出37批次检查督导组、 技术专家组
奔赴抗洪抢险一线。 省水利厅下属机构———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发挥抢险人
才与技术储备优势， 第一时间从全院抽调30
余名技术骨干，组建了防汛抢险智囊团，包括
3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6名高级工程
师在内，全部奔赴抗洪抢险一线，指导排除湘
阴县沙田垸跌窝、 浏阳河竹沙排涝泵站防洪
门垮塌、湘潭市争光渠管涌等重大险情。

据初步统计，为应对“6·22”暴雨洪水，全
省水利系统干部职工参与水库与堤防巡查防
守、水利工程险情处置近3万人次，他们用坚
守与付出换来了老百姓的安宁与安全。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通讯员 马永忠）7月7日，记者从邵阳市
防汛救灾工作新闻通报会了解到， 该市在
抗洪救灾中行动迅速、全力以赴，取得阶段
性胜利。 目前， 全市已筹措抗洪救灾资金
9652万元，82万户因灾停电户中已恢复供
电79万户，并抢修灾毁县道、村道53条，处
置各类安全隐患562处。

6月24日至7月2日， 邵阳市遭遇连续
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据初步统计，至7月6日，全市12个县（市、
区）201个乡镇全部受灾，受灾人口达170.7
万人。电力、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严重受
损。

灾情就是命令， 邵阳市众志成城，
市、县、乡、村四级党员干部连续两个星
期没有休息，坚守抗洪救灾一线；广大武

警消防官兵、公安战士、民兵预备役人员
全力出动，形成抗洪救灾的巨大合力。同
时，该市实施统一指挥调度，瞄准暴雨中
心和易发洪水流域等重点区域、 易受山
洪地质灾害侵害的群众等重点人群、病
险水库和地质灾害易发隐患点等重点部
位，全天候严防死守。全市共出动抢险救
灾劳力8.6万人次、部队官兵1554人次、防
汛抢险队员26608人次，解救出23处被洪
水围困的群众，转移群众23.14万人，集中
安置3.08万人。

洪灾过后，邵阳市迅速行动，以通水、
通电、通路为重点，下硬任务、定硬指标，全
面铺开重建工作。 各级各部门快速反应，
140个市直部门、 单位制订了防灾救灾方
案，并组织力量深入一线，协助各地党委、
政府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7月8日傍晚， 武警官兵在
装填沙袋，修筑挡水子堰。当晚
7时，湘阴县白泥湖乡杨家山村
范家坝堤仍处于高水位状态。
为预防漫堤险情发生， 正在湘
阴县沙田垸大堤备战的武警水
电第四支队官兵出动100余名
兵力、10余台套装备赶到现场，
抢修挡水子堰。

孙超 曾明洋 摄影报道

当代“大禹”护湖湘
———水利系统全面服务防汛抗灾小记

抢修挡水子堰

邵阳连打硬仗保家园
共转移群众23.14万人，集中安置3.08万人

湖南日报7月8日讯（记者 李国斌）记
者今天从省文明办获悉， 面对此次暴雨洪
灾，全省共有1000多支志愿者队伍奔赴灾
区一线，配合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开
展抗洪救灾。至7月3日，全省共投入志愿
者63万人次，组织各类船只170余艘，转移
群众3万多人，救出被困群众2300余人。

受强降雨影响，今年夏天我省12个市
州不同程度受灾，造成大量房屋倒塌、道路
桥梁损毁和财产损失。 志愿者作为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了抗洪救灾的生力军。
在长沙市，“中国好人”、全省优秀志愿者杨

士泉带领的小蜜蜂志愿者突击队， 坚守在
官桥湖大堤，白天垒堤，夜晚巡查。在岳阳，
“全国最美志愿者”获得者陈华带领岳阳市
蓝天救援队，与死神抢时间，从洪水里救出
400多名被困群众。

全省民间专业救援队伍在此次抗洪
抢险中，发挥了专业支持作用。岳阳市蓝
天救援队24小时备勤， 一天之内出勤30
多次。 湘钧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黎毕成和妻子鲁谦瑜， 带领40多名突击
队员， 用冲锋舟和救援绳转移被困群众
80余人。

全省志愿者踊跃参与抗洪救灾
救出被困群众2300余人

荨荨（上接1版）
7月2日6时、8时、10时、19时……湘江长

沙站洪峰出现的时间一推再推。
39.19米、39.22米、39.26米、39.47米……

无数个“洪峰”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湘江长沙水
文站的记录。

岳麓区4处泵站和机台被淹，雨花区武广
交院地产项目出现管涌， 望城区团山湖垸超
历史最高水位……

关键时刻，从省委常委办公楼传出声音：
沉着应战！

保卫长沙，沉着应战！像一道战时军令，
迅速传遍长沙抗洪抢险各战场， 给战斗在一
线的数十万武警官兵、 干部群众和各方志愿
者以力量和智慧。

7月2日，在省防指结束紧急会商后，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马不停蹄赶
赴长沙市望城区新沩水两岸的团山湖垸和大
众垸，将省委、省政府坚决打赢抗击历史罕见
特大洪水之战的信心和决心， 传递给在场的
每一位战士， 鼓励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让鲜
红的党旗在抗洪抢险一线迎风飘扬！

7月3日， 在常德抗洪一线检查指导的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紧急赶赴长沙，看望
慰问合力迎战洪峰的干部群众， 勉励大家同
心协力，战胜洪魔。

7月2日凌晨3时，岳麓区九江垸满堤，省委
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赶到含浦街道，指挥
900余名群众转移，和大家并肩守护家园。

从7月1日到8日，易炼红每天都要到抗洪
一线巡查督导，鼓劲助威。

7月2日这一天，战斗最为激烈。城区湘江
两岸胆战心惊，浏阳河、捞刀河等流域也险象
环生。战斗，一场接一场地持续进行；洪峰，迟
迟不见冒尖。

下午5时，全市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这一夜，湘江无眠，长沙无眠，78公里长

的湘江长沙段沿岸灯火通明。 每50米一个岗
亭，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铸成钢铁“长城”。

7月3日零时12分， 湘江长沙站水位升至
39.51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33米。几经徘徊，
缓缓回头。至早上8时，39.42米，人们终于看到
了洪峰掉头向下的“抛物线”。

来自抢险现场的声音：“不怕
死的跟我上”

此次战役， 长沙市共发生大小险情近
2000次，主要险情100多次。每一次险情，都
是一次激烈的战斗，都是一个难忘的画面，都
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7月2日拂晓， 通宵参与筑子堤的天心区
公安分局坡子街派出所所长朱健全身湿透
了， 回到派出所换了衣服后， 又回到堤上巡
查。下午2时20分左右，他发现有一段沿江护
栏和新筑的子堤在慢慢弯曲。他立马意识到，
受满江洪水挤压，子堤随时有被撕开的危险！
千钧一发之际， 他大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
上！”冲上去用身体死死顶住子堤。听到喊声，
同事万旭、周边执勤人员一拥而上，牢牢顶住
子堤。其他人赶紧搬运砂袋，不到30分钟，砌
了里外三层，险情排除了。

事后有人问朱健：“当时就不怕死吗？”朱
健笑了笑说：“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 一旦子
堤顶不住，高出地面1米多的洪水不知会把人
卷到哪里去。但当时来不及想这些。”

7月2日上午8时许，望城区茶亭镇大龙村
南横渠临湘江大堤处管涵喷出高2米多的巨
型水柱。 该处是1976年修建的从苏蓼垸通往
湘江的排渍管道，长800米，横穿湘江大堤。高
洪使管涵中压力超载，如不抢修，有可能导致

湘江大堤裂口。
情急之下， 突然有人高喊：“不怕死的跟

我上！” 随即，20多名抢险队员一起跳上抢险
机船，奔赴险点抢修。约中午1时，喷水被制
止，险情化解。

事后，记者去采访，有人说那一声是茶亭
镇党委书记郑波喊的， 有人说是副镇长熊和
平喊的。问他们两个人又都说是对方喊的。连
跳上去哪些人， 他们都说当时情急，“没看清
面孔”“冒留意”。

又是一声“不怕死的跟我上”，在湘江大
堤上回荡，却无人认领。

7月3日凌晨1时，浏阳河开福区朝正垸堤
段突发管涌险情， 开福区农水局水政渔政监
察大队大队长邓建明“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以他“老水利”的经验，很快找到了渗漏处，险
情得到有效处置。

凌晨4时左右，开福区鸭子铺大堤出现管
涌，危及朝正垸，情况危急！邓建明带领抢险
人员火速赶赴现场。灯光下，只见管涌处洪水
不断外涌，但渗透处不明。“我是老水利，我下
去。”58岁的邓建明用一根绳子系住自己的
腰，由岸上6个人把住，又“扑通”一声跳进洪
水。洪水夹杂着各种杂物在他的身边打旋，随
时有可能卷入渗漏处漩涡。 凭着多年的处险
经验，一会儿功夫，他便找到了两个渗水的漏
洞：一处直径约0.5米，一处直径约3米！抢险人
员用了17床包着卵石的棉絮，才堵住了漏洞。

危险吗？真危险！
事后邓建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下去之

前我心里明白， 有可能就上不来了。 不瞒你
说，我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说话时，邓建明
满脸淡定。

这是一句没喊出来的“不怕死”！
在那么多险情险点，有多少人喊“不怕死

的跟我上”？又有多少人在心里喊过？记者不
得而知。

从6月22日到7月8日，各大媒体登载了成

千上万幅记录这场“长沙保卫战”的抗洪抢险
照片。一位读者告诉记者，最让人动容的是武
警官兵一身泥水躺在大堤上睡觉的画面。

在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的子弟兵总是挺
在最前面。谁都明白，从奔赴抗洪抢险前线那
一刻起，他们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场战役下来， 一大批人负伤住进了医
院，更多的人轻伤不下“水线”，还有的人倒在
了抗洪现场，永远离开了我们……

团山湖围堰合龙了，兴马洲、洪家洲被困
居民转移了，竹沙桥穿闸堵住了，龙王港大堤
管涌封住了……

长沙城保住了！
这是用汗水、用生命换来的伟大胜利！

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长沙，
有我们在”

日前， 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长沙
抗洪抢险的报道。报道评价：长沙城遭受如此
严峻的洪水考验， 在全国近年来城市抗洪中
并不多见。迄今为止，长沙主城区的基础设施
和功能在湘江创纪录洪峰中经受住了考验，
生产生活秩序保持基本稳定， 为我国城市抗
洪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的确，在整个战役中，长沙城区主次干道
基本保持畅通，水、电、气等运行基本保持稳
定，城内车水马龙，秩序井然。

从6月22日开始，随着全市Ⅲ级、Ⅱ级、Ⅰ
级防汛应急响应级别不断提高，各条战线、各
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支援前线，保障后方，
全员投入战斗。

“全警停休，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确保
一旦灾情发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6月
25日夜，长沙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灯火通明，一
条又一条指令密集发给全警。

交警全员上路，24小时轮值。 暴雨中，有
全身湿透的交警在各重点路段的指挥手势；
积水路段，有赤脚交警的身影。

7月2日14时40分， 跳马镇东斯港村和曙光
垸村1000余亩田地、1000多户居民， 连同福寿
桥等9个配电台区、10千伏团然线，一起陷入“洪
荒”中。为避免漏电及触电事故，电力部门当即
决定对团然线停电。17时左右， 水势逐渐平稳，
18名“电雷锋” 共产党员服务队员立即赶去抢
修。途中，抢修车辆遇水无法前往，抢修队员们
在两名武警战士护送下，乘冲锋舟抵达现场。

“来电了！”4日18时58分，团然线全线通
电，昏暗的曙光垸亮起了“曙光”。

“哪里需要照明，线就架到哪里，灯就亮
在哪里。”国网长沙公司一诺千金。

城管、交通、住建、环保、通讯、教育、卫生、
农林……大家一只眼睛盯着水情， 一只眼睛盯
着城市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长沙城保卫战，不仅是抗洪抢险保卫战，
也是民生保卫战。

战斗的身影，不仅有长沙本地人，也有外
地人。

7月2日12时， 长沙县湘龙街道高沙垸大堤
上，从新疆来长沙做生意的列提普·图热一家人
开着三轮车，给抗洪抢险队员送来了烤羊肉串。

“当年新疆地震，长沙人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长沙有险情，我们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
新疆小伙喀迪尔对记者说。7月1日起，他和50
多名老乡一起停下手中的生意， 到开福区新
河段、天心区坡子街段接力传砂袋，在防汛一
线坚守3天。

7月2日晚8时，来自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
10名大学生，与天心区抢险队员一起装砂袋。
他们是来长沙开展社会实践的， 赶上洪水袭
击长沙，便参与抗洪抢险。

四面八方汇聚着一个声音：“长沙， 有我
们在！”

这是一股强大的气流， 这是一个强力的
磁场！

长沙城保卫战，迎来了一个齐心聚力、空
前团结的大长沙！

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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