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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7点， 周文老师
赶到武警官兵休息的房间，发现
武警官兵们早早地离开了，房间
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整
整齐齐， 只是桌上那张便签纸
上，多了一段话。

“岗位不同，责任相当。我看
了真得很感动。”周文告诉记者，
没想到， 仅仅休息三个小时，官
兵们在出发前帮我们打扫了卫
生， 还特意留言表达了谢意。看
到留言后，他立即拍照上传到微
信，教师群内一片点赞。

7月12日， 记者联系到留言的
何善钦，出完任务重新返回临时驻
地的他介绍说，从到达衡山县参加
抗洪抢险的那一刻起，他就感受到
了当地人民的热情。“他们多次自
发送水、递茶，有的还把香喷喷的
饭菜送上大堤……奋战了10多个
小时后，我们回到临时驻地，学校
不仅给我们准备了茶水、 西瓜，还
贴心地告知wifi。再看到周老师的
留言， 一整天的疲惫全都消散了。
所以有感而发。这些都是给我们武
警官兵最有力的强心剂！”

“致最可爱的人：因条件简陋，敬请谅解！”“岗位不同，责任相当。愿身体安康，桃李芬芳”

老师和抗洪武警“隔空对话”真暖心
“致最可爱的人：因条件简陋，敬请谅解！”“岗位不同，责任

相当。愿身体安康，桃李芬芳。”这两天，在衡山县城西完小学校
老师的朋友圈中，被这两段写在同一张A4纸上的话刷屏了。

写话的人，一个是他们学校的老师，一个是在抗洪一线的
武警，他们因一次借宿有了交集，他们的故事也让很多人竞相
传颂。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周文卓
通讯员 何洪健 黄核锐

截至12日19时， 湘江长沙站
水位36.83米，超警戒水位0.83米，
比前一小时下降0.05米。 浏阳河
朗
木梨站水位36.26米，超警戒水位
0.26米， 比前一小时上涨0.06米。
捞刀河罗汉庄站水位34.14米，超
警戒水位0.14米， 比前一小时下
降0.05米。 沩水宁乡站水位38.12
米，低于警戒水位4.38米。

“降雨影响与洞庭湖水位抬
高双重因素导致长沙水位退水缓
慢。” 长沙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介
绍，11日20时至12日18时，湘江下
游长沙降雨31毫米、 株洲降雨10
毫米、湘潭降雨12毫米，造成湘江
湘潭段至长沙段水位回落缓慢；
此外，11日8点至12日日18点，洞
庭湖城陵矶站水位上涨了0.7米，
洞庭湖水位抬高，水位坡降减小，
造成湘江下游段水位流速减缓。

经过长沙市水文、 气象等多
部门研判后，最新退水预报是：湘
江长沙站将于13日14时左右退至
警戒水位； 浏阳河朗

木梨站受降雨
和闸坝泄洪影响， 预计水位将维
持在警戒水位以上并从13日8时
后开始上涨。 捞刀河罗汉庄站将
于13日0时左右退出警戒水位。

后段水情趋势如何？ 根据气
象预报， 长沙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初步预判如下： 湘江长沙站13日
18时从 35.0米左右开始起涨，
15-16日出现一次涨幅1～2米的
洪水过程， 但不会超过本次最高
水位。 浏阳河朗

木梨站将有一次超
警戒水位1～2米的洪水过程。捞
刀河罗汉庄站将有一次涨幅1～2
米左右的洪水过程。 沩水宁乡站
水位将上涨1-2米。

学校成了武警临时驻扎地

10日上午， 湘江衡山段水
位已达到53.97米， 超保障水位
2.47米，且水位持续上升。

当天中午， 武警某部官兵赶
赴衡山县开展抗汛救灾。 他们来
到受灾严重的衡山沿江风光带，
开始接力装沙袋、 背沙袋、 垒沙
袋， 加固河堤。200名官兵争分夺
秒， 在风光带筑起了一道道整齐
牢固的子堤。晚上，他们按计划临
时驻扎在衡山县城西完小。

城西完小教师听到这个消
息， 立即在微信群里讨论开了：
“我们办公室有六七张沙发椅可
以躺！”“需要我就来开门”……

虽然放暑假已有几日，老师
们马上进入工作状态。10日晚6
点多，城西完小总务处主任周文

在家匆匆吃完晚饭赶回学校，和
10多位老师一起打扫教室和办
公室卫生，准备好水杯、被子、矿
泉水、西瓜等用品和食物，检查
空调、风扇、开水壶等电器设备。
做事细致的周老师担心武警官
兵吹空调着凉，中途专门回家取
了条毛毯；担心官兵们被蚊虫叮
咬，又在办公室点了一支驱蚊艾
条。 最后， 周老师拿出一张A4
纸，写下几句叮嘱的话：“致最可
爱的人：因条件简陋，敬请谅解！
室内的纯净水、茶叶等物品请放
心使用。房间WLAN为ZWC，密
码是12345678， 为衡山抗洪抢
险的你们辛苦了！顺颂，晚安。”

留言后，他离开了，此时，已
临近晚上10点。

一纸留言满含感激和情怀

11日凌晨3点，处理好衡山
段一处险情的武警某部副大队
长何善钦和战友回到城西完小
的办公室， 看到了这张纸条。他
们还看到了学校给他们准备的
茶水、西瓜。

点滴细节里充满温情，战士
们瞬间被感动了。何善钦于是提

笔回应，“周老师，你好！借宿贵
地，不胜感激。兵者，守卫国土家
园，可爱。师者，培育国之栋梁，
可敬。岗位不同，责任相当。愿身
体安康，桃李芬芳。某部第某支
队敬上。”短短数语，字里行间不
仅有对老师的感激，也体现了子
弟兵的担当和家国情怀。

“人民的热情是我们的强心剂”

我省拉响今年首个暴雨红警
水文和气象专家解读未来汛情

全力保障汛期交通安全畅通
本报7月12日讯今天，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召开全省视频会
议，要求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暑期、汛期、假期三期
叠加，事故要预防“控大减量”。

会议指出，当前汛期交通安
保任务繁重，各级公安交警部门
将统筹做好分析研判、 隐患排
查、疏导分流、应急处置、安全提
示等工作，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

今年上半年，全省公安交管
部门严查酒驾醉驾、 无证驾驶、
假牌假证等重点交通违法。办理
危险驾驶案件5020起，刑事拘留
1774人，行政拘留8051人，公开
曝光终身禁驾人员257人； 全省
发生一般程序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
失 ，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3.1% 、
31.69%、25.02%、26.66%。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吴多拉

7月1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工作人员在洪水退去后的街道开展防疫消毒工作。 新华社 图

7月以来，强降雨在湖南上演“车轮战”，全省平均降水量
134.3毫米，较常年偏多132.4%，较上年偏多81.2%，居1951
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同期第2高位。7月12日16时，省气象台
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警，未来一周又有两轮强降雨在我省无缝
连接。接连的雨情会造成水位复涨么？记者请我
省的水文和气象专家做了解读。 ■记者 李成辉

7月12日16时，省气象台发
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
计12日20时至13日20时，长沙
东部、株洲、湘潭南部、衡阳、邵
阳、岳阳东南部、永州北部、怀
化南部、 娄底东南部部分地区
将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
两轮强降雨在我省无缝连接，
多地将有暴雨， 局地大暴雨天
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性天气。

当日16时， 省气象局提升
气象灾害（暴雨）Ⅳ级为Ⅲ级应
急响应。 省气象局要求， 各市
（州）气象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
进入相应应急响应级别。

当日， 省地质灾害应急中
心与省气象台联合会商得出如
下结论：自7月12日20:00至13
日20:00， 受强降雨影响,��湘
东、湘中、湘西南部分区域发生
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大（橙色
预警），湘中及以南大部分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黄色预警）。

7月10日20时42分， 湘江
干流控制站湘潭站出现洪峰，
洪峰流量达 26300立方米每
秒，超过历史最大流量（1994年
6月 18日的 20800立方米每
秒）， 洪峰流量频率为近200年
一遇；洪峰水位41.42米，排历
史实测第二位（历史最高水位
为1994年6月18日的41.95米）。

最大流量为何未催生最高
水位？7月12日， 记者采访了省
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相关专
家。

专家认为， 最近的原因在
于， 湘江湘潭站下游长沙河段
的浏阳河、 捞刀河等支流当时
基本没有洪水， 使得湘江干流
有“足够的通道”接纳来自湘潭

站的巨量洪水， 它们以明显快
于平常的流速向洞庭湖奔涌而
去。

“当时的洞庭湖， 除了湘
江、 资水之外， 长江三口和沅
水、澧水都没有发生洪水，湖水
水位不高， 没有对湘江形成顶
托之势，有利于洪水宣泄，这是
主要原因。”专家查询资料告诉
记者， 湘江湘潭站出现洪峰后
的7月10日21时， 洞庭湖城陵
矶水位只有30.81米，距警戒水
位还有1.69米的空间。

专家表示， 最大流量未催
生最高水位应该还与湘江河道
河床下切有关———河床高度降
低，就算是同流量条件下，河流
水位也会相应偏低。

长沙退水缓慢
但不会挑战最高水位

【汛情】 我省拉响今年首个暴雨红警

【解读】 最大流量为何未催生最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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