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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上午，株洲渌口
区南洲镇将军村大堤出现30
余米决口， 堤内堤外一片泽
国， 村里大部分房屋已经淹
没在洪水中。当日11点，武警
株洲支队接到命令， 火速赶
往支援，以确保大堤约400米
外京广铁路平安度汛。 而当
日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这
个30人的队伍已经辗转了渌
口区南洲镇双月村、 红星村
两地支援抗洪、转移群众。

装沙袋、扛沙包、堵溃
口……战士们排成一队，互
相传递手中的沙包，封堵溃口
的大堤。洪水汹涌，大家的节
奏却没有变慢，汗水直淌也顾
不上抹去， 衣服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一直持续晚上11点。
第二天早上5点，大家又火急
火燎地往大堤上赶。 午饭过
后，战士们在村里找了一处有
大树遮阳的阴凉处短暂休息。

经过一天的奋战，大家已经十
分疲惫，战士程鑫顾不得周边
环境， 将救生衣往道路上一
摆，头枕着衣服躺下就沉沉地
睡着了。这时，村里一个约3岁
的小孩正好路过，看见武警叔
叔在地上睡着了，轻轻地走过
来，低头捡起他放在旁边的外
套轻轻盖上，然后又悄然离去。

醒来后， 程鑫看到身上
盖得严实的衣服，有点茫然。
战友们把抓拍的图片给他，
他十分感动，“没想到这么小
的小孩会为我盖上衣服。所
有的疲劳和辛苦都是值得
的。”大家的疲惫也随着小孩
暖心的举动一扫而光， 瞬间
充满了动力。 截至11日晚9
点，队伍依然在搬运沙袋，他
们已经装了2100余袋沙子，
溃口的大堤也即将完成封
堵。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聂罗衡

汛情来临， 武警官兵
闻讯而动；水位退却，武警
官兵们依然坚守除淤。

7月10日下午4点半左
右， 株洲市醴陵仙岳山街
道被淹街道积水已经全部
退去。 考虑到当地救援力
量短缺， 为了避免灾后出
现疫情， 前往参加抢险救
灾的武警长沙支队官兵当
即决定， 继续驻扎开展灾
后工作， 帮助当地居民恢
复生产生活环境。

清淤现场，武警官兵们
用铁铲和扫把清理地上淤
泥，很多战士的迷彩服被汗
水浸湿，脸上沾满污泥难以
辨认，却无一人叫苦。在工
具不够的情况下，为了尽快
地帮助居民恢复生活环境，
不少战士直接用手捧起垃
圾进行清理。看到战士们沾
满泥土的脸颊和双手，附近
居民主动给现场官兵递来
了清水和手套。

在郴州市安仁县牌楼

乡，由于暴雨受灾严重，共有
3970户、15000多人受灾，当
地政府紧急转移1257人。暴
雨过后，洪水渐退，受灾群众
陆续返回家园。

7月11日上午，郴州武
警支队官兵与当地乡镇干
部、 民兵一道迅速投入到
灾后重建工作， 清理道路
淤泥、灾后垃圾，排除山体
滑坡后的路障。

衡阳市衡东县吴集镇杨
梓坪村，洪水已退，但杨梓坪
村村内仍有部分道路未通。

为防止和控制各类疫
情的爆发、传播和蔓延，衡
阳武警支队官兵在卫生防
疫部门还未到来之前，做
好最初阶段的预防。 采用
喷雾器喷洒的方式对被水
淹过的道路和房屋进行消
毒，做到洪水退到哪里，消
毒工作就跟到哪里。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袁立佳 耿培智

牟鑫斌 杨航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截
至今日下午4点30分，全省国省道共10条18处阻
断路段正在抢险。

国省道阻断路段具体如下： 株洲市攸县
S336线K52路段和K67路段、S333线K88+400路
段、株洲市攸县S535多处路段、株洲市渌口S207
线K129+800处、 株洲市醴陵G106线泗汾大桥
处和株洲醴陵市 S329线K26+000、K45+380、
K46+350处、株洲市攸县S336线K0+750-900路
段、株洲市攸县S336线K3+100路段、郴州市安
仁县S211线K43+900-K44+000处衡阳市衡东
县 G240线 K1871处和 K1925+100处 、S314线
K0-K18+807处、S315线K152-K176+600处、衡
阳市衡南县S316线K60+447-�567株洲市醴陵
市S329线K45+100处。

因受连续强降雨影响，今日长沙至广州的
K6619次、广州至长沙的K6620次，途经长沙的
K6561次、K6562次列车临时停运， 另有多趟由
南往北的普速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丁子琦 文潇

点起“蚊香阵”
让战士们睡好
抗洪一线处处充满温馨感人画面

洪水暂时退却，很多党员干部、人民子弟兵
仍在坚守，他们的担当、他们的义不容辞筑起了
阻挡洪水的铜墙铁壁；而后方群众，则用简单、直
接、质朴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些守卫家园的战士
的尊敬和感谢。一次次充满爱意的回馈，一幕幕
饱含深情的善举， 让这场与洪水的战斗充满温
暖（相关视频请扫左上角二维码）。

叔叔辛苦了，给你盖个被子吧

7月11日上午，在株洲市
攸县江桥街道， 该街道办事
处负责人将一面印有“救灾
民表英勇无畏心， 展英姿显
军民鱼水情” 的锦旗送到武
警株洲支队抗洪一线官兵手
中，感谢官兵坚守一线，辛苦
付出。

7月9日， 在江桥街道奥
林村，由于河水暴涨，道路全
部被淹， 洪水已经到达居民
家2楼，官兵只能乘坐冲锋舟
进入灾区， 转移群众和运送
物资。3米多深的洪水， 让原
本悬在空中的电线成为了横
亘在救灾路上的一道道障

碍。官兵们只能关掉发动机，
抓着电线沿路划行。 在一处
被困群众家中， 救援人员发
现了1名正在病中的70多岁
老人，需要马上转移。救援人
员站在冲锋舟上， 组成人梯
让老人踩在肩上将老人护送
下来，并转移至安全地带。之
后， 官兵们将整个街道的居
民转运出去。如今灾情平稳，
官兵们还驻扎在当地， 做灾
后重建工作。 当地政府为表
感谢， 给武警官兵们送上一
面锦旗。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雷其荣
通讯员 刘小明 贺韦豪

镜头2 战士席地而眠，老人轻轻点上蚊香

7月10日23时45分，在株
洲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的一
个大院内，疲劳一天的武警株
洲支队抗洪官兵席地而躺睡
着了，用来枕头的救生衣上此
起彼伏响起轻微的呼噜声，不
时还有拍打蚊虫的声音。

这时， 一束灯光照进院
内，一位老人蹒跚走来，在地

上摆弄起什么。 哨兵上前询
问， 原来是住在院里65岁的
肖老汉，老人担心战士受虫蛇
袭扰，就在院子四周都点上蚊
香，还送来了自家的凉席和毛
巾毯，“好好睡，别让蚊子咬你
们啰。”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通讯员 康良田 冉茂林

镜头3 帅！一面锦旗送给最可爱的你们 本报7月11日讯 “加
油！加油！”在孩子们稚嫩
的加油声中， 一艘艘小艇
在浑黄的洪水中， 被民警
们拖着顺利靠岸。

因持续强降水，衡阳雁
栖湖水位暴涨，石鼓区耀江
花园受灾严重。石鼓公安出
动100余警力， 参战民警、
协辅警凭借顽强斗志，靠手
划橡皮艇往返灾区，解救了
一批又一批被困群众。

这样的抢险画面不只
是在石鼓区。 从8日开始，
衡 阳 市 公 安 机 关 共 有
10000余名民警、辅警投入
到防汛抢险救灾行动中。

7月8日下午6时许，衡

阳常宁市水口山镇三香村
下屋组55岁的女村民朱大
姐因体弱多病、行动缓慢来
不及撤离，被迅速上涨的洪
水围困在自家二楼。

三香村专职驻村辅警
朱佳为尽快进行救援，立刻
脱去外衣跳入洪水当中，
“要上楼没办法， 只能借助
长木楼梯搭建救援通道。”
朱佳拖着长梯游到朱大姐
家楼下，鼓励她尝试顺着长
木梯慢慢爬，随后接着她坐
在木船里，在天黑前将她转
移至安全地带。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钢彪

实习生 王孝清 袁馨婷

洪水退去，武警官兵依然坚守

民警拖皮艇救人，孩子大声“加油”

影响

10条国省道18处路段在抢修
多趟列车临时停运

7月10日，衡阳市公安民警在解救被困群众。

7月10日，株洲渌口区，老人给武警点蚊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通讯员供图

7月11日， 衡阳市衡东县武警官兵用喷雾器
在消毒。 杨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