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海南省气象部门预报，
今年第20号台风“卡努”具有风
力强、雨量大、范围广、前期不
利因素多等特点， 预计于16日
凌晨到上午在海南文昌到广东
湛江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将对
海南造成较为严重影响。 海南
正全力部署，采取交通调整、学
校停课、 渔船回港和人员撤离
等多举措严密防御“卡努”。

据监测，“卡努”15日12时
已加强为强台风级， 预计将于
16日凌晨到上午在海南文昌到

广东湛江一带沿海地区登陆，
登陆时为台风级（风力12级-13
级，风速33米-40米/秒）。

受“卡努”影响，全省客运
班线于15日14时全部停止发
班。截至13时，海口美兰机场共
取消航班267架次，受影响旅客
约3.95万人次，目前候机楼无旅
客滞留情况；15日18时后，美兰
机场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截至15日14时
已取消航班共22架次。

■据新华社

本报10月15日讯 在纷纷细
雨中，2017“潇湘100”崀山国际越
野赛于昨日在崀山风景区鸣枪开
跑。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余名越野
跑选手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新宁崀山的美景中越
野两百里，接受了极限耐力的考验。

本次越野赛由省体育局、省
旅发委共同主办，设置了112km、
55km 个 人 组 ，55km 团 队 组 ，
30km及7km的体验组五个组别。

赛道穿越的主要景点有扶夷江、
天下第一巷等。

这是湖南首个超百公里穿越
世界遗产丹霞地貌的国际性越野
赛事，吸引了来自意大利、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众多顶级越野跑高
手参赛， 初次公开亮相的赛道非
常壮美， 得到了越野爱好者们的
连连赞叹。 据了解， 未来“潇湘
100” 越野赛将连续五年在新宁
举行。 ■记者 叶竹

本报10月15日讯 今天
开始， 新一轮阴雨天气在湖
南展开，以小雨为主，这样的
绵绵阴雨天气将持续至19日
前后。此外，受不断补充南下
的冷空气影响，19日前湖南
气温整体偏低， 公众需注意
保暖。

昨天， 湖南大部地区仍
有小雨洒落，气温低迷。监测
显示，14日 08时至 15日 08
时，全省平均降雨1.6毫米，全
省平均最高气温17.2℃，最
低气温14-16℃，体感较凉。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5
日至17日， 省内大部地区有
小雨，其中15日晚至16日，湘
西、 湘中以南有小到中雨，局
地大雨；18日至19日白天以
阴雨相间天气为主。期间由于
冷空气还会不断补充南下，省
内气温仍然维持在偏低水平，
大部地区寒露风持续。

气象专家提醒， 未来三
四天湖南多阴雨天气， 气温
持续走低，公众需注意保暖，
谨防感冒。此外，农户需注意
防范低温阴雨及大风对农业
生产的不利影响， 目前棉花
处于吐絮收花期， 需及时采
摘， 尽可能预防降水影响棉
絮品质。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李伟珍 通讯员 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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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三湘大地暴雨肆
虐，这一天，建设银行邵阳县塘
渡口支行营业部原本轮休。

然而，下午5点左右，塘渡
口支行外的马路开始产生积
水， 尽管暂未接到防汛办相
关通知， 但出生于邵阳县的
张宗明， 立马回想起20年前
洪水肆虐的一幕， 经过分析
预判， 他意识到即将到来的
险情， 随即便组织员工展开
营救，“党员必须全部到岗！”

灾情就是命令， 建行就
是家园， 全体党员都在第一
时间迅速赶赴网点抢救物
资：一位还在哺乳的女党员，
来不及喂饱嗷嗷待哺的小
孩，穿上拖鞋就往网点赶；一

位远在老家的老党员， 来不及
跟年近八十的老母多唠家常，
一脚油门便往网点赶……

涌入支行营业厅的水位
迅速上涨 ，50厘米、1米、1.5
米……重要物资转移迫在眉
睫。张宗明第一时间带头挽起
裤角，跳入水中，党员们紧随其
后， 与24位员工及家属一起趟
着齐腰的积水， 争分夺秒与洪
水展开竞赛。 晚上9点左右，水
位已有2米深， 且仍在上涨，但
经过四个小时不间断地搬移、
抢救物资， 包括会计凭证、档
案、电脑主机、点钞机、ATM机
钞箱等在内的绝大部分重要
的、 能搬动的物资都已安全转
移至二楼。

一个支部一个堡垒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党性在抗洪一线闪光
2017年 6月底，特

大暴雨席卷湖湘大地。
7月1日晚， 洪水暴涨，
位于邵阳市邵阳县的建
设银行塘渡口支行更是
陷入一楼全部被淹的危
险境地。

洪水肆虐，建设银行
塘渡口支行员工家属齐
上阵，与洪水赛跑抢救转
移重要物资；为保建行资
产安全，支行班子在安全
转移员工后又自愿留守，
彻夜守护自助柜员机三
个钞箱的120万元现金；
灾后重建， 奋战了36个
小时的“铁人”张宗明行
长又组织员工清扫受灾
现场，4天便恢复正式营
业， 是当地受灾7家银行
网点中最快恢复营业的
金融机构。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
行行长文爱华对此高度
评价，“分支行高度重视、
反应及时、 措施到位、调
度得力，把洪灾损失降到
了最低，最大程度保全了
建行资产，这体现出了一
种精神！”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黄东阳

系列报道之一

晚上10点左右， 街道已变成
深水道，水深已3米且在迅速上涨
中，网点被洪水围困。

眼看情势不对， 张宗明立即
联系当地武警， 请求派冲锋舟救
人。 在武警官兵接送第二批员工
安全撤离时， 张宗明却和班子成
员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你们先
撤，我们仨留下！”

虽然身处二楼，但暴雨持续，
洪水还在上涨，漫漫长夜，危险甚
至是死亡可以说近在咫尺， 一个
信念让他们坚定地留了下来，“二
楼还有大量的建行财物，尤其是钞
箱装着120万元， 此时已是深夜11

点半，携带钞箱转移极不安全，我们
必须留守保卫建行财产。”

老天眷念，彻夜，张宗明、邓
永忠、 颜小华等三人在紧张和焦
虑中平安度过险情。7月2日下午
1:40，当坐上冲锋舟，把钱箱移交
给押钞安保人员时，张宗明一直
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但了解到家
属楼里还有几名退休老同志不
愿离开， 他又毅然重返险境，苦
口婆心劝老同志成功转移到安
全地带。

“他，就是个战士！”一直接送
张宗明的武警官兵看着他搀扶老
同志的背影说道。

“党员优先”，与洪水竞赛抢救物资

7月2日整天，洪水维持2米的
高水位。晚上10点，张宗明在参加
政府会议时得知洪水将退却的消
息， 便第一时间安排员工告知客
户相关事宜，做好客户解释工作。

7月3日，凌晨5点左右，张宗
明发现洪水全部消退， 立即通知
全体员工清扫灾后现场。 早上6
点，奋战了36个小时的“铁人”张
宗明又出现在清扫受灾现场的最
前线， 与支行全体员工一道继续
奋战，以保证最快时间恢复营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紧锣
密鼓、争分夺秒的统计、清点、消
毒等重建工作， 洪灾过去后的短
短4天，装饰一新的塘渡口支行营
业部正式恢复营业， 这比原计划

10天恢复营业整整提前了接近一
个星期。

“抗洪救灾你冲锋在前，已经
尽到了一个支行行长的责任，灾
后重建按理说有相对宽裕的时
间，也没人催你，为什么还要那么
拼？”面对亲友的关心，张宗明只
是淡然一笑，“作为一名基层行负
责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键时
候，我不坚持谁坚持，我不带头谁
带头，我的行动就是风向标”。

事后， 这个年近50的基层行
行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心
声，“湖南建行今年提出做品质，
树品牌发展战略， 何谓品牌？我
想，‘勇担责任、勇做标杆、勇争第
一’便是。”

“你们先撤”，长夜守候建行财产安全

“我不带头谁带头”，争分夺秒4天恢复营业

建设银行塘渡口支行班子脱离险境。

冷空气南下，19日前我省气温低迷

“卡努” 虽朝粤琼方向而
去， 但其外围云系与冷空气双
碰头， 也给福建省带来不小的
风雨影响。截至目前，福建省已
转移3万余人，两岸小三通航线
也均已停航。

据福建省气象部门监测，
14日， 福建全省沿海风力达到
10级-11级，莆田秀屿区最大风
力更是达到13级。

据福建省防指消息， 截至

目前， 福建省海事部门已启动
防台风IV级响应， 两岸小三通
航线均已停航。

截至目前， 全省出海船只
17152艘全部就近到港避风、全
省养殖渔排人员28691人全部
撤离上岸、陆上转移4041人。全
省沿海共关停51个景区景点，
关闭547个工程工地。尚未接到
重大灾情和人员伤亡报告。

■据新华社

台风·影响

“卡努”来袭，海南方向航线受影响

福建沿海多景点关停 千人雨中越野

10月14日，2017“潇湘100”崀山国际越野赛在世界自然遗产地———
新宁县崀山景区开跑。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