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8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
消防官兵趟水进行搜救。当天，该市消防
支队的官兵全体出警展开救援行动。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18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部分景
区和城区道路遭受暴雨影响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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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降暴雨，张家界景区多景点旅游大巴被洪水围困

消防官兵险境中救出百余被困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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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 7月17日18时
许， 桂东县部分地区突发短时强降
雨。受强降雨影响，该县清泉镇庄川
村发生山洪灾害， 大量居民来不及
撤离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桂
东县消防大队接到警情后， 立即赶
赴救援现场。

受山洪影响， 进村道路毁损严
重，由于天黑路滑，增加了行进的难
度， 救援官兵徒步翻山越岭3个小时
后抵达事故地点。经侦查发现，该村
庄地势较低， 导致水流冲击力强大，
部分民房已经出现倒塌征兆，随时危
及居民生命安全，有20余人被洪水围
困，其中多为老人和小孩。

现场指挥员研究决定， 采用木
制楼梯在水面搭建简易过河营救通
道。由于水流湍急，梯子多次被水流
冲开， 消防官兵用自己的身体压住
梯子的两端，在梯桥架固定后，救援
人员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逐一
背过河。

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18日凌
晨2时左右，所有人员安全撤离至庄
川村村部。6时18分， 镇政府再次接
到报警称庄川村仍有2人失联，消防
官兵再次出动开展救援。目前，失联
2人已被找到。经过一昼夜的奋力救
援， 消防官兵成功营救23名被围困
群众。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林思

本报7月18日讯 今日，张家界
市突降暴雨，景区水位迅速上涨。时
值暑期旅游旺季， 张家界景区多个
景点出现旅游大巴被洪水围困情
况。消防官兵紧急救援，将游客全部
安全救出。

上午11时， 武陵源区公安消防
大队接到电话报警，称武陵源核心景
区十里画廊景点有两辆旅游大巴被
洪水围困。武陵源中队第一时间出动
2台抢险救援消防车11名消防官兵
前往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随即出动
1台指挥车5名官兵赶赴现场。

救援官兵到达现场发现， 两辆
大巴共计56人被困在水绕四门景点
十里画廊一河道边。 因水流湍急淹
没桥面， 人员和车辆无法抵达安全
区域。 消防官兵在河道较窄处通过
救生抛投器向被困人员输送救生衣
和矿泉水等物资， 并在河道水流减
缓之后， 利用救生绳将游客一一安
全救出。

下午1时， 天门山景区61道湾
处又有4台旅游巴士共80余人被
困，3台抢险救援消防车、18名消防
官兵前往救援。

现场因暴雨造成的山体滑坡和
掉石将旅游巴士所处道路前后封
堵，人员和车辆均无法通过。救援人
员利用铲车将被困游客分批运送，
通过景区环保车转移至索道中站。

15时， 所有被困游客被转移至
安全地段，救援人员撤离现场。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王程

本报7月18日讯 昨日，
我省又迎来一轮强降雨过
程， 造成45.11万人受灾，直
接经济总损失7.84亿元。记
者今天从省防指获悉，由于
前期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
水位偏高，当前全省汛情呈
多点并发态势，防汛抗灾面
临“多条战线”：既要防御山
丘区的山洪地质灾害，又要
防御洞庭湖区流域性洪水，
也要加强水库防守及中小
河流洪水防范，还要开展灾
后重建。

根据省气象台预计，18
日至20日，湘西北、湘北有
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密
切关注河湖水位情况。

473座水库出现溢洪

记者今日上午从省防
指获悉，17日8时至18日8
时， 全省平均降雨为18.9毫
米，最大为长沙市39.6毫米，
其次为湘潭市29.9毫米、张
家界市29.5毫米。 全省共44
县279个雨量站降雨超过50

毫米，点最大降雨为古丈县
默戎站205.0毫米。

据初步统计，17日开始
的强降雨造成湘西州、张家
界、长沙、益阳、湘潭、常德、
怀化、 郴州等8个市州19个
县市区113个乡镇45.11万
人受灾，因强降雨引发的山
体滑坡死亡1人（湘乡），转
移2.6万人，倒塌房屋819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30.48千公
顷， 直接经济总损失7.84亿
元。

受17日-18日强降雨影
响，全省9市473座水库出现
溢洪，其中大型水库3座、中
型水库19座、 小型水库451
座。截至18日14时，四水干
流所有站点均在警戒水位
以下，湖区站点水位均已逐
步回落， 城陵矶水位32.77
米，超警戒水位0.27米。截至
18日20时，洞庭湖区仍有10
个堤垸、284公里堤防超警
戒水位。 受本次降雨影响，
湘水一级支流渌水持续上
涨，其中大西滩站18日19时
水位51.06米，超警1.56米。

强降雨将“转战”湘西北

省气象台预计，18日至
20日强降雨位于湘西北、湘
北；21日至24日全省晴热高
温天气逐渐发展，最高气温
将达38℃左右。

预计18日湘西北、湘北
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
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并
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19日至20
日，湘西北仍有中等阵雨或
雷阵雨，其中湘西北部分大
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未来三天强降雨将会
逐步转向湘西北地区，湘西
自治州、张家界、常德要密
切关注持续到20日的强降
雨天气过程。” 省气象局副
局长潘志祥表示，受强降雨
影响，目前益阳桃江水位迅
速上涨，要密切关注河流水
位情况。此外，持续的强降
雨过程可能导致洞庭湖水
位回涨，拉长湖区超警戒水
位时间。

■记者 丁鹏志 柳德新
通讯员 张倩 李巧媛 杨粲

救援连线

村庄突发山洪，桂东消防
奋战一昼夜营救23人

本报7月18日讯 根据
长沙市疾控中心对全市死因
登记报告信息系统数据显
示，近三年来，我市最常见的
学生意外伤害主要为：溺水、
车祸、跌落及中毒。长沙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家长
们， 暑假是儿童意外伤害的

高发期， 家长要提高安全意
识，严防意外伤害的发生。

今年汛期暴雨频繁，江
河湖泊水位已大幅上涨，家
长务必要提防孩子溺水，叮
嘱孩子不要去河道、池塘、湖
泊游野泳， 别让孩子在临水
的地方玩耍。孩子外出游泳，

家长或其他成人要陪同。不
会游泳的孩子发现他人落水
时，切忌盲目下水，如果周围
有长的竹竿或绳索， 可让落
水者抓住， 大声呼叫会游泳
的人协助。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易永艳 饶子帆
通讯员 李亚曼 王涵

当前防汛抗灾面临“多条战线”
强降雨将“转战”湘西北 谨防湖区水位回涨

健康提醒

汛期暴雨频繁，严防孩子意外伤害

本报7月18日讯 据长沙水文、
气象和山洪监测站点数据综合统
计，7月17日8时至18日8时，全市平
均降雨40.2毫米，出现大暴雨（超过
100毫米）27站，暴雨（超过50毫米）
79站，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宁乡县中
部、南部，累计降雨最大为宁乡县花
明楼站176.4毫米，其次为大成桥站
162.5毫米， 最大1小时降雨为宁乡
县花明楼站60.5毫米。

目前， 全市各地没有出现大范
围洪涝灾情，各类水库运行正常，浏
阳市、 宁乡县等山洪易发区域没有
发生山洪灾害， 宁乡县出现了农田
受淹等灾情。

“由于前期降水偏多，目前土壤
含水量较饱和， 极易因后期强降雨
导致泥石流、 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
生。” 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
各级防指要加强值班值守等， 山洪
灾害易发区、 水库防守责任人要加
强巡查， 发现险情及时组织安全转
移，确保人员安全。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徐冠华 唐洁

动态

强降雨导致
宁乡县农田受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