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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6 月 10 日以来，张家界连续遭受 9
轮强降雨，截至 7 月 13 日，全市国家站
平均降雨量 801.0 毫米，强度大、范围
广、历时长，创历年同期新高。

张家界人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首
要任务，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紧锁“确保全市不因灾死亡一
人”的总目标，全民动员，众志成城，打
好应急预案、监测预警、排查隐患、转
移群众、抢险救援、灾后自救等“组合
拳”，一场接着一场打，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防大汛，3 万多名党员
干部值守防汛一线

防汛抗灾是一场连续硬仗，更是一
场持久大考。

张家界地处澧水上游，落差大、水
流急，以洪水涨落迅速而闻名，而且又
是大鲵保护区内 86 个水电站退出后首
次迎接大汛。

面临大考，容不得半点松懈麻痹，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6 月 10 日，第一轮特大暴雨袭击澧
水上游，当日17时，张家界市防指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鏖战拉开。

由于已经提前做好科学预案、会商
研判、巡查监测、转移群众和防汛应急
响应，张家界打胜防汛抗灾第一仗，赢
得时间生命，守护平安家园。

暴雨不止，战斗不歇。6月 21日和 7
月 5 日，张家界市防指两次将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7 月 6 日和 7 日，
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还分别启动防

汛Ⅱ级应急响应。
汛情以来，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

先后4次奔赴基层抗灾一线“督战”，并3
次凌晨坐镇指挥部组织会商，反复提出

“责任领导一律下沉、遇险群众一律转
移、危险区域一律封闭”。

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革安先
后 3 次深入涉改水电站、堤防和受灾严
重乡镇督导抗洪救灾，叮嘱一线党员干
部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落细措施，确
保安全度汛。

领导垂范，干群“提神”。应对9轮强
降雨，张家界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市防指前后召开31次防汛会商调度会，
全市3万多党员干部值守防汛一线。“关
键少数”发挥了先锋作用，群众信心百
倍、自觉奋起，张家界建立起市、县、乡、
村、组五级联动响应机制，确保防汛抗
灾无死角。

冒风雨，紧急转移安置
3万多名群众

张家界山多人稀、溪流纵横,暴雨肆
虐下，部分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泥石
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随时威胁着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

于是，张家界将监测预警、排查隐
患、转移群众作为基层防汛抗灾的重中
之重。

“幸好有人24小时巡查，及时发现，
迅速转移，如果再迟几分钟，后果不可
想象。”回忆起 7 月 8 日的泥石流，武陵
源区协合乡黄家坪村张家湾组村民谢
长娇还心有余悸。

当天凌晨6时，暴雨如注。黄家坪村
张家湾组组长张光松作为监测员，按既

定巡查程序在后山巡查，突然发现大股
泥石流以极快的速度倾泻而下，于是一
边飞奔而下，一边大声呼喊村民撤离，
同时电话通知村组干部组织转移。20分
钟不到，地处危险地带的村民全部安全
疏散转移。

张家湾组并不是武陵源区重点盯防
的地质灾害点，这次成功撤离的事例就充
分说明，自然灾害面前，巡查监测预警多
么重要，只要多一份细心、多一份警觉、多
一份责任，人民群众就多一份安全。

在桑植县桥自弯镇青龙村，7月6日
深夜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36岁的女镇
长刘芙蓉冒雨摸黑，带着 3 名同事连走
带爬喊着口号进村，组织村内62名群众
安全转移到处于高地的村小校园内。

同样 6 日深夜，在相邻的凉水口镇
李家庄村，也经历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大
转移。村内河道附近的一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洪水凶猛，漫灌随时发生，乡
镇干部苦口婆心、反复劝导，半小时内
紧急转移26户69名群众。

……
百姓至上，生命至上。据统计，6 月

10日以来，张家界广大党员干部、公安、
武警、民兵应急分队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30649人，无一人因灾伤亡。

战险情，干群筑起防汛
抗灾的“钢铁长城”

连连暴雨，险情不断。在张家界，
“干群同心，闻‘汛’而动，现场有我”已
成为一种行动自觉，风雨激流中，不断
上演了一曲又一曲生命之歌，筑起一道
道防汛抗灾的“钢铁长城”。

7 月 3 日 18 时 53 分，在桑植县城

“桑植故事”小区外酉水河中，洪水猛
涨，3名成人和1名小孩被困孤岛，10名
消防队员紧急出动，不顾洪流急险，千
方百计救援，接警 25 分钟后，被困人员
全部救出。

7月5日凌晨，在桑植县廖家村镇二
户田村下麻溪组，暴发山洪奔流而下，
正在巡查的村文书周超冒着生命危险，
一人奋力救起被洪水围困的向菊花老
人和3个孙子。

7月6日开始，永定区茅岩河镇金虾
湾村出现多处山洪、泥石流和塌方等险
情，8处房屋倒塌，道路中断，断电断水。
镇党委政府一边立即组织抢险队冒雨
冒险作业，抢修道路，一边调动党员干
部群众，肩挑手提，徒步前行，翻山越岭
3 个多小时，把棉被、方便面、矿泉水等
生活物资送进村。在金虾湾村安置区，
群众也不闲着，自发组成清扫服务队，
拿起铁锹、扫帚，清扫淤泥。

7月8日一早，暴雨如注的慈利县三
合镇望月坪村，养猪大户吴仁双的养猪
场即将被山洪吞没，42 头大猪和 30 头
小猪危在旦夕，紧要关头，驻村第一书
记吴贤刚、村党支部书记卓尚静带领10
多个青壮年，奋战6个多小时，“抢”猪归
栏转移到一个地势较高的养猪场内。大
雨中，吴仁双哽咽地弯下腰，连声称谢。

连续强暴雨，导致桑植县廖家村
镇 塌 方 的 道 路 20 余 处 ，出 行 严 重 受
阻。村民钟吉棠主动向镇政府请缨，连
续 4 天不停歇，利用自家挖机义务清
理路障。钟吉棠说：“看到镇里、村里的
党员干部每天奋战在防汛一线，自己
也应该出点力。”他妻子龙丹夸奖道：

“女儿认为爸爸做得非常棒，我们一家
老小都支持他！”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和平 梁军 蒋纪

7 月 11 日 9 时许，湘阴县新泉寺
闸（外）湘江水位达 35.43 米，距保证
水位仅 0.57米。洪流滚滚，惊涛拍岸。
新泉镇镜明河村防汛巡查点红旗飘
飘，由贫困户自发组织的“红袖章感恩
服务队”坚持挺在“前线”。

1530 米河堤，24 小时值守，9 个
人，3 班倒。村党总支书记胡光荣说：

“大家都想为防汛多出一点力。”
远处，贫困村民李正坤拿着竹竿

巡堤查险，仔细探查草丛深处。李正坤
年过半百，2012 年遭遇车祸，在医院
躺了9个月，才捡回一条命。医疗费压
垮了这个本不殷实的家庭。

“党和政府帮忙建房子，给我孙子
减免学费，我一直很感恩。”近年来，李
正坤身体日渐好转，2018年成功脱贫
摘帽。

带班的镜明河村妇联主席陈艳告
诉记者：“这次防汛他主动报名，承担
了晚上的巡查任务。”

每晚防汛，家里人支持吗？“连80
多岁的老娘都很支持。”李正坤笑着
说。河堤蚊虫多，家人给他准备了花露
水；巡堤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老
婆总是帮忙洗衣，从未有过怨言。

巡堤一个来回，队员在巡查点上
集中，记者请他们讲讲彼此之间的故
事。“没什么故事。”队员刘建光摆摆
手，“防汛没什么巧，就是要认真，要仔
细，要耐烦。”

“这么热，可以多歇一会不？”记者
开玩笑道。刘建光却严肃起来：“那怎
么行？一班 8 小时，要巡查四五次。如
果没有及时发现隐患，会给乡亲们带
来灭顶之灾。”

最吃得苦的队友是谁？刘建光指

了指张铁球：“我最佩服他。”
67岁的张铁球患有红斑狼疮，每

年药费是一笔大开支。“搭帮共产党！
医保费用减半，报销比例将近 90%。”
张铁球说，“还有产业扶贫、低保，今年
肯定能脱贫。”去年，通过危房改造，张
铁球和老伴仅花约 5000 元，就住进
了新房子。

红斑狼疮不能晒太阳，为何还来
守堤？“政府帮了我这么多，更何况保
的是自己的田地，护的是自己的家
园！”张铁球说，眼见水位上涨，他在家
里也坐不住。得知防汛需要人手，他立
马找到村支书，要求上堤。

休息间隙，见阳光正好，张铁球
“溜”到巡查点附近李方兵家，帮他揭
开防雨布，翻晒稻谷。“举手之劳，也算
感谢他为我们队员提供食宿。”张铁球
憨笑道。

10 余分钟后，“战士”们换上雨
靴，又开始下堤巡查。已脱贫的张友正
解释：“堤下路况不明，草丛里还有蛇。
穿雨靴安全。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报名组队
时，老李、老刘一直跟我磨，一定要让
他们第一批上。”村委会主任汤明军介
绍，共有 10 余名贫困村民报名，要求
义务参战。现有 6 名贫困村民在岗巡
堤，剩下的在家“待命”。

“众志成城迎战洪峰，就需要这样
的蓬勃力量！”新泉镇党委书记曾维光
告诉记者，“全镇现在有3支感恩服务
队，是防汛队伍中的生力军。”

当天12时，湘阴湖区堤垸防汛Ⅲ
级应急响应升至Ⅱ级，各堤段需增派
人手。汤明军想起 7月 9日就已报名、

“闹”了几天要上堤的贫困村民胡迎
春。

“老胡，现在要增派人手，你有时
间吗？”“有！有！我时刻准备着！”电话
那头，传来胡迎春坚定的声音……

洪峰压境
感恩服务队挺身而出
——湘阴县镜明河村防汛现场见闻

湖南日报7月 13日讯（记者 杨
军 通讯员 宋铁山）面对严峻的防汛
形势，益阳市“防”字当头，总结出

“早、小、好、了”四字诀，即查险于
“早”，处险于“小”，处险方法“好”，处
险成一处、“了”一处。目前，全市干部
群众拧成一股绳，严阵以待，确保安
全度汛。6 月底至 7 月 12 日 16 时，益
阳市及时发现处置压把井渗水、沙眼
群、电排伸缩缝冒水和散浸、管涌等
各类险情 41处。

益阳市既是长江的“水袋子”，又
是洞庭湖的“锅底子”，防汛时间久、战
线长、任务重。早在 3月 16日，益阳市
防指就下发开展备汛安全大检查的通
知，4月9日又在全市开展市级防汛技
术巡查工作，4 月 30 日再次下发通
知，要求对大检查和技术巡查发现的
影响防汛 49 个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
整改。

6 月 30 日以来，益阳市湖区各地
堤垸相继超警戒水位，部分超保证水

位，一线防洪大堤长时间受高洪水位
浸泡，险情频发。益阳市立足于“早”，
及时发现处置险情。为确保及时发现
问题，利用群众对房前屋后地形熟悉
的特点，发动他们在沟、港、塘、水井等
处和堤外坡、内坡至护堤地等重点区
域加大巡查力度，找险查险。7月10日
13时，资阳区沙头镇永明村村民刘玉
蛟发现自家旁池塘涌水，迅速向防汛
巡逻队员报告，使这一管涌险情得到
及早处置。

益阳市加强技术力量统筹，建立
“洞庭安澜”微信工作群，市、县（市、
区）、乡三级水利技术骨干入群，交流
信息，进行远程技术指导。市防指先后
派出5个技术指导组深入南县、沅江、
赫山、资阳、大通湖区进行防汛技术指
导。还聘请市内防汛经验丰富的老同
志、老专家下到汛情危急的县（市、区）
实地勘察，现场指导处险。在险情没有
彻底得到控制前，做到人员不离、物资
不撤。

益阳

念好“四字诀”,打赢防汛保卫战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邓亚杰

7月12日晚，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
镇华容河观音闸，长长的大堤笼罩在夜
色中，黝黑深邃的闸口前，孤灯高悬。不
远处，一个顶着头灯的身影走过来，顺
着闸口一个临时楼梯而下，弯腰钻进涵
道，随即传来“哗哗”的踩水脚步声。

他是观音村支部书记尹连喜，也
是观音闸的值守人。尹连喜不但要带
队负责观音村 3500 米的大堤防守，还
要每隔 1 小时，钻进仅 1.5 米高、1.2 米
宽的涵道，深入 30 多米检查闸口有无
渗水情况。

“别人去了，我不放心！”58岁的尹
连喜一边仔细检查涵道每个接口处是
否渗水，一边小心避开四周的蜘蛛和臭
虫，还要小心脚下青苔，防止摔跤。尹连
喜是钱粮湖土生土长的湖区人，16 岁
第一次上堤参加防汛，到现在大汛、小
汛参加了20多次，不管是巡堤查险、值
守涵闸还是处置险情，经验都很丰富，
是正宗的防汛“老把式”。

涵道太深，口子有点小，到达涵闸
时，尹连喜感觉有点缺氧，来不及揉揉
发酸的腰腿，又仔细查看涵闸情况。眼
看、手摸，一寸寸到位了，尹连喜才放下
心，弯腰继续往下查看。

“老把式”守闸，
眼看手摸寸寸到位

众 志 成 城 保 安 澜
——张家界广大干群奋战防汛抗灾一线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7月 12日 8时许，记者驱车来到湘
阴县三塘镇三汊港垸大堤。外有湘江、
洞庭湖，内有山塘、水库、撇洪渠，洪水
内外夹击，垸区呈腹背受敌之势。黄陵
港村黄龙坝堤段内侧，湘阴县副县长余
建新正指导镇防汛技术队员姜新平、罗
世友等 4 人，除杂清基、开沟导浸。很
快，沿堤脚开出一条10余米的导浸沟，
多股水流汩汩流出。

散浸，是当日凌晨2时许被提灯持杆
的堤段巡查队员发现的。镇防指连夜安排
人员值守、密切观察。7时许，技术队员上
阵处险。镇长任剑也提着铁锹，加入战斗。

9 时，铁锹铲出的湿泥已堆了一
溜。“挖到‘老底子’了吗？”余建新问技
术队员钟曙平。

“挖到了！”
“那就好！挖到质地坚硬的精干泥，

就不会再往下渗了。”
“接下来要如何做？”记者问。
“先理清散浸脉络，回填鹅卵石，如

果渗清水就没问题。好在这些散浸位置

较高，压力较小。”余建新说。
记者细数了数，出险点共有 6 处。

镇长任剑边忙边跟记者说：“我们队员
都是多年参加防汛的‘老兵’、年富力强
的村民。镇技术队 28 名队员每年汛前
都听县里专家的讲座，还开展实地演
练，现在每一锄头下去都有数。”

说话间下起了小雨。姜新平光着
脚，冒雨干得欢。

“怎么不穿雨靴？”记者问。
“农民嘛，打惯了赤脚，凉快又利

索。”姜新平说。
“他呀，是打起赤脚加油干。”队友

钟华青调侃道。
这时，队员柳细光、王剑波、殷建煌

运来砂石，忙着往导浸沟里装“弹药”。
开沟、导浸、压浸，一鼓作气。2 个

多小时后，险情得到控制。
7 月 4 日以来，三塘镇共发现集中

性散浸 3 处。11 日凌晨，南撇洪渠大堤
出现内脱坡，18 名技术队员迅速削坡
减载、抛石固脚、清理淤泥、填压卵石，
并以袋装卵石还坡，5 小时完成处险。
镇党委书记易志杰说：“我们腹背受敌，
更要处早处小！”

打起赤脚加油干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通讯员 黄
立伟 曾献忠）7月 13日，汉寿县纪委监
委对该县洲口镇落实上级防汛工作要
求不力问题予以通报，23人被问责。

7 月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
响，汉寿县进入防汛备战状态。7月5日，
洲口镇 2 个水文站点先后超警戒水位，
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达防汛指令，要
求该镇上足劳力开展上堤巡查防守，完
成砍草除杂清沟、照明灯安装等防汛基
础工作。在镇、村传达上级防汛要求后，
该镇党委书记陈某、分管水利工作的镇
人大主席刘某、镇防汛分段各段长在督
导检查防汛工作过程中，发现各村不同

程度存在工作未落实的问题，但未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督促整改。

7 月 10 日 3 时许，常德市及汉寿县
两级防汛督查组先后对洲口镇防汛责
任堤段进行督查，发现该镇12个村不同
程度存在防汛灯安装不到位、防汛人员
不达标、砍草除杂清沟不彻底等问题，
给防汛工作造成安全隐患。

对洲口镇落实上级防汛工作要求不
力的问题，汉寿县纪委监委迅速展开调
查。7月12日，汉寿县纪委监委对刘某给
予政务警告处分，对陈某进行诫勉谈话处
理，5名防汛堤段段长、4名责任单位负责
人、12名村支部书记分别受到约谈处理。

汉寿：23人落实防汛工作不力被问责

抢修设施
7月13日，花垣县公路部门干部职工在花垣镇长兴村清理公路淤泥、抢修水毁

公路边沟。连日来，该县各部门党员干部积极投身防汛减灾一线，抢修农业、交通、水
利、电力等水毁设施。 龙爱清 摄

汛后清洗
7月13日，津市澧水风光带，志愿者在开展汛后清洗工作。当天，该市各单位志

愿者不顾疲劳，高质量完成汛后清洗工作，做好汛后环境消杀，确保水退岸绿。
卢祖华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范晖

“巡逻时一定要仔细，大堤被洪水
浸泡多日，容易产生沙眼、滑坡等险
情，千万不能麻痹大意。”7 月 12 日 16
时，西洞庭湖汉寿县百禄桥镇堤段，刚
接班的老党员匡立春一遍又一遍叮嘱
正在巡逻的后生。连日来，受强降雨和
上游泄洪影响，百禄桥镇堤段已超警
戒水位。

百禄桥镇位于西洞庭湖尾闾、汉寿
县东南端、沅益汉三地交界处。每到汛
期，该镇都会精心备战。“每年防汛，我
都带头上堤。”今年71岁的匡立春是本
地人，对大堤、汛情了如指掌。“今年洪
水来得早、涨得快，不能有一点马虎。”

望着一湖洪水，匡立春额上起了皱纹。
“‘上压下堵’，不能掉以轻心。”汉

寿县防指相关负责人吕建仙介绍，西洞
庭湖堤段防汛压力大。

截至 12 日 16 时，汉寿县有 7 处水
文站点超警戒水位。“水位虽缓慢回
落，但后段天气形势复杂、整体防汛形
势仍不容乐观。”汉寿县委书记、县防
指政委车世忠鼓励全体党员群众，力
争不溃一堤一垸一库，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为迎战洪水，汉寿县在原有物资储
备基础上，紧急调运编织袋10万条，抢
险机械、车辆 54 台，组织 5 条卸驳船按
照安全载荷装载防汛黄砂、砾石 4000
吨，“以船代仓”。

精心备战 迎战洪水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左卓林

“湘阴县白泥湖东支1号红标，发
生漂移……”7月12日7时许，长沙航
道管理局监控中心，值班人员周玺的
电脑显示屏上，一个黑色符号在不停
闪烁报警。

此时，几十公里外的湘阴航道管
理处监控室大屏幕上，同样跳跃着黑
色符号。

当天，湘江湘阴段的航道水位已
超警戒水位 1 米多，航道安全责任重
大。

湘阴航道管理处处长余伏平，立
刻调度：航标漂移距原标位1公里，马
上安排人员开船复位。

1小时后，周玺看到，电脑显示屏
上的黑色符号消失。她接到电话：白泥
湖东支1号红标恢复原位，航道安全。

“黑色预警，表示航标偏离了原有
位置。这时，长沙航道局和沿线管理处
的监控中心，会同时收到报警信号。”
周玺指着电脑屏向记者介绍，这是湖
南首套电子航道图系统，今年应用于
湘江航道，可远程掌握航标状态、水位
变化等实时航道情况，极大减少人工
巡航劳动强度，提高航道维护效率，保
障航道安全。

航标，被称为水上航行“指明灯”，
是引导船舶安全航行而设在水上或岸
边的标志。每年汛期，由于水面流速

大、漂浮物多，航标容易发生漂移或倾
翻，给航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记者看到，这套湘江电子航道图
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小方块，代表湘
江株洲至城陵矶航道的 576 个航标。
点击每个方块，航标的位置、电压等信
息实时显示。如有航标发生了位移、倾
翻或损毁等情况，安装在航标上的终
端系统会实时传递信息，远程的电子
航道图上则发出不同颜色的警报。

“有了这套系统，如同给湘江航道
装上了‘千里眼’。”长沙航道管理局监
控中心主任伍建国说，值班人员在长
沙，就能远程了解各段航道情况，并实
时指挥调度。

湘江株洲至城陵矶 290 公里航
道，由长沙航道局下属的10个地方航
道管理处进行管理养护。过去，航道养
护主要靠人工开船巡航，一次巡航下
来，就是好几个小时，效率不高。有时，
一个航标刚巡查完，就发生了沉没。

我省于去年起在湘江株洲至城陵
矶航道，试点安装了电子航道图系统，
并在重点桥梁、浅滩等水域安装了视
频监控系统，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这
标志着我省由此迈入了“智慧水运”新
阶段。

自 6 月底以来，受长江水位“顶
托”影响，湘江岳阳段防汛形势严峻。
有了“电子航道”助力，湘江株洲至城
陵矶 290 公里航道，至今未发生一起
行船安全事故。

湘江航道装上“千里眼”
——湖南首套电子航道图系统助力防汛抗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