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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四水，吞吐长江。”这是对
洞庭湖调蓄功能的概括。 更具体地
说，湘、资、沅、澧四水汇入洞庭湖，总
集水面积达26万多平方公里，除了湖
南省97%的面积以外， 还包括贵州、
广西、重庆、湖北等省市部分地区。长
江通过三口(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
河系流入洞庭湖。这些水流汇入洞庭
湖后，再通过城陵矶（七里山）一个出
口流向长江。因此，城陵矶（七里山）
水文站也是洞庭湖水位的风向标。

洞庭湖涨水， 主要原因就是流
域内降雨偏多。今年以来（2020年1月
1日8时至8月7日8时），全省累计降雨
量1219.8毫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
1039.2毫米偏多17.4%。入汛以来，全
省遭遇13轮暴雨洪水过程，累计降水

量795.1毫米， 较多年同期均值760.8
毫米偏多4.5%。降雨汇流后，直接导
致汇入洞庭湖的水量增多。

暴雨“车轮战”，水位连连涨。一
轮又一轮的强降雨过程， 渐次推高
了洞庭湖水位。但来水不断，出口却
不畅。6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突
发大洪水，鄱阳湖发生超1998年洪
水， 长江汉口站7月12日洪峰水位
达28.77米，超过2016年的28.37米、
低于1998年的29.43米。长江洪水对
洞庭湖形成顶托的不利局面， 减缓
了洞庭湖洪水出湖速度， 使洞庭湖
形成上压、下顶之势，造成洞庭湖水
位持续上涨、居高不下，导致洞庭湖
城陵矶河段水流严重拥堵， 出流不
畅，城陵矶水位减退速度缓慢。

本报8月11日讯 拯救地
球的超级英雄活在电影中，那
么我们身边的英雄在哪里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消
防救援人员。大到灭火救人、抗
洪抢险，小到摘马蜂窝，消防员
总是冲在最前面。

今天，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
进长沙市伍家岭消防救援站，
体验高温酷暑下这些“逆行者”
的工作常态。（扫报眉二维码看
视频详情）

即便是高温
不出警就是训练

“这个你就不要体验了
吧，专业要求有点高。”消防员
江杰刚结束了晨间的5公里拉
练， 正在进行拉梯登楼的训
练，得知记者来意，条件反射般
一口拒绝。

江杰告诉记者， 平时没有
出勤任务时队员们都会进行训
练， 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下午5
点半，中间会有午休时间。虽然
今天没有烈日的“为难”，但在
闷热的天气下高强度的运动量
足已让所有消防员满头大汗，
身上的训练服被汗水浸染成更
深的蓝。

软磨硬泡之下， 记者终于
争取到体验资格， 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参与训练。记者套上

安全设备， 拉起从高处放落的
绳子就向上攀。

“平时没锻炼过，女孩子手
劲不够。”江杰一边劝说一边帮
忙摆正绳尾。 记者全力一蹬地
面想借力向上， 紧拽住绳子的
双手肉眼可见地勒得通红，一
旁的墙面却无处借力。 咬牙坚
持了两分钟， 在离地不到一米
的空中固执地悬挂着， 随着手
掌出汗， 粗糙的绳子开始变得
滑溜。最终，在一阵尴尬的沉默
中，以一声沉重的落地声，宣告
了这个训练项目的失败。

一套处警防蜂服
成移动“桑拿房”

“这叫防蜂服，进入夏天以
后，除了火警，我们接警最多的
就是拆除扰民马蜂窝。 为了避
免被马蜂蜇伤， 必须穿上这种
防护服。” 江杰一再叮嘱记者，
穿上后感觉到呼吸不畅要马上
举手示意。

为了更好的密闭性， 防护
服做成了连体的样式， 材质厚
重， 唯一的透气处就只有面罩
上密密麻麻的网格口。 在两名
消防员的帮助下， 记者穿上防
蜂服， 虽然不至于笨重到寸步
难行， 但每一个动作在衣服的
“加持”下缓慢起来。但真正的
考验不是衣服的重量， 完全不

透风的密闭性才是最大考验。
衣服封闭不透气， 温度迅速拔
高，几个简单的原地运动，成片
的汗水顺着胳膊、背部、大腿流
至鞋套， 防蜂服成了一个又闷
又热的移动“桑拿房”。不到5分
钟， 记者就感觉到整个人粘稠
稠的， 衣服外的世界似乎逐渐
安静， 自己的呼吸声却越来越
清晰，越来越沉重。鼻子里能呼
吸到的空气混合着汗水的酸臭
味，又坚持了5分钟，记者举手
示意，脱掉了防蜂服。

江杰笑着说， 平时摘除马
蜂窝所需的时间是几分钟到十
几分钟不等。 但摘除马蜂窝并
不等于工作结束，还需要穿着防
护服进行后续处理，有时候情况
复杂甚至需要半个多小时。

职业让他们习惯了高温

常人觉得难以忍受的高
温， 在当了12年消防员的江
杰里早已算不上什么大问
题。常年出入高温环境的他，
似乎也变得比常人更加耐热
一些。

“你看我们平时出警穿的
衣服， 在这种天气下就是盖了
一床厚棉被在身上的感觉，但
我觉得这个真的没什么的。”对
于普通人来说， 高温可能是考
验，是特殊天气。但对于消防员
来说，高温一点都不特殊，更像
是日常，“毕竟我们是经常跟火
焰打交道的人。”

采访接近尾声， 警铃突然
响起，来不及做告别，江杰匆忙
投身于工作中去了。

■记者 田甜 通讯员 费美琳

已持续39天，创下新世纪以来超警时间最长纪录

今年洞庭湖洪水过程为何这么长？

12年老消防员，早已习惯移动“桑拿房”
除了处警，顶着高温训练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8月11日10时，洞庭湖城陵矶（七里山）站水位32.66米，仍
超警戒水位0.16米， 省水利部门预测退出警戒水位还需2天左
右。以7月4日18时涨至32.5米为标志，城陵矶（七里山）站维持超
警戒水位已长达39天， 创下新世纪以来洞庭湖超警时间最长纪
录。期间，还两次超过34.55米的保证水位，持续时间分别达15个
小时和40个小时。今年洞庭湖洪水过程为什么这么长？在抗御长
江流域洪水过程中，洞庭湖发挥了什么作用？

暴雨致水位连涨，出水口不畅

为了让洞庭湖高洪水位尽快
消退， 从7月28日起， 我省所有水
库、水电站在保证工程和上下游安
全的前提下，按照“应蓄尽蓄”的原
则，最大程度减少出库流量。

受益于上述水库调度措施，洞
庭湖各站水位最近一周减退明显，
西、南洞庭湖减退速度快于东洞庭
湖。目前，湖南境内沅水、资水、澧
水流域各大水库均已蓄得“盆满钵
满”，调蓄作用已基本到位（湘江流
域东江等水库由于降雨少，蓄水相对
较少），东、南洞庭湖水位减退速度趋
缓。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分析，按
照三峡水库维持35000立方米/秒下
泄，省内各水库适度发电（四水合

计流量小于3500立方米/秒），洞庭
湖城陵矶（站）水位将于8月10日前
后退出32.5米的警戒水位。

作为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通江
湖泊， 洞庭湖年均入湖径流量达
3018亿立方米，是鄱阳湖的3倍、太
湖的10倍。“洞庭湖的洪涝问题，除
了长江三口来水以外， 也是由湘、
资、沅、澧四水洪水引起的。”省水利
厅副厅长罗毅君说，洞庭湖本身作为
长江超额洪水的天然调蓄湖泊，同时
也具有调蓄湘、资、沅、澧四水洪水
的作用，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
的洪水调蓄功能， 决定其防洪作用
是不可替代的。 ■通讯员 仇建新

李伟楠 江冬青 记者 李成辉

洞庭湖防洪最严峻的局面，是
长江洪峰与四水洪峰“碰头”，形成
恶劣组合，同时涌入洞庭湖。

“在高洪水位时， 哪怕只上涨
0.1米，堤垸出险的概率都将成倍增
加。” 省水利厅厅长颜学毛介绍。7
月4日洞庭湖城陵矶（七里山）站超
过警戒水位，并将继续上涨，预报
7月12日左右可能出现超保证水位
洪水。关键时刻，我省迅速报请水利
部、 长江水利委员会启动三峡水库
对城陵矶补偿调度， 三峡水库从
35600立方米/秒的最大下泄流量一
度压减至18400立方米/秒。同时，省
水利厅对五强溪、托口、柘溪、江垭、
皂市等大型水库开展联合调度，其
中柘溪水库滴水未泄， 配合三峡水库
联合拦洪削峰错峰， 同时控制洞庭湖
区农田涝片排涝泵站对洞庭湖排涝，
减少入洞庭湖洪量。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分析，包括

我省大型水库在内的长江中上游
水库联合调度，降低城陵矶水位0.8
米左右。如果长江莲花塘站超保并
将继续上涨，按照《长江洪水调度
方案》规定，将要启用城陵矶附近
蓄滞洪区。哪怕只是动用一个钱粮
湖蓄滞洪区，也会使40万亩耕地被
淹，20多万人需要转移安置。可见，
水库科学调度发挥着巨大的减灾
效益。

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副
主任常世名说， 水库的防洪功能，
其实质是以空间换时间：将洪水的
全过程削峰填谷，之后再按下游安
全流量均匀下泄， 使之平坦化，以
降低下游水位， 降低堤防出险概
率。在洪峰到来之前，各大水库控
泄一部分水量， 以腾出防洪库容，
拦蓄洪峰， 减轻下游防汛压力；洪
峰过后， 水库再加大下泄流量，降
低水库水位，以应对新一轮洪水。

水库拦洪削峰，以时间换空间

一湖蓄洪，功在千秋利四方

记者体验“防蜂服”。 记者 田甜 摄

防汛

见证

消防队员在高温下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