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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减弱，14日的长沙终于
“守得云开见阳光”，意味着第二
轮强降雨基本结束，不过，湖南
南部仍有强降雨，永州、郴州等
局地暴雨。

在本轮降雨过后，15～17
日，新一轮降雨无缝衔接，降雨
重心转移到湘北， 局地有暴雨，
需注意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15～16日
降水北抬，湘西北、湘北局地有
暴雨， 较11～14日过程持续时
间短，强度弱、范围小，且强降水
落区不重叠， 主要在澧水流域；
17～19日全省以多云天气为
主。

具体来看，15日白天，永州、
郴州及衡阳南部、 邵阳南部、株

洲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株
洲南部、永州南部、郴州局地暴
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雨。

15日晚到16日白天， 湘南
阴天到多云， 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其中湘西
北局地暴雨。

16日晚到17日白天， 湘中
以北阴天有小雨， 其中湘西北、
湘北部分中雨，局地大雨，其他
地区多云。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湖南降
雨频繁，累积雨量较大，目前部
分江、河、湖、库的水位已经偏
高，各地需要加强雨情、水情和
汛情监测，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
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乡内涝
和山洪地质灾害。

7月11日起的这轮降雨到底有多猛？记者7月14日从
省气象台获悉，在7月11日20时至14日10时的62个小时
内，我省共1866个乡镇降雨超过50毫米，其中有360个
乡镇降雨超过了100毫米。好消息是，雨水也出现了消停
的迹象。省气象专家称，再坚持2天，湖南大部分地区将和
雨水说再见。 ■记者 李成辉 丁鹏志

实习生 滕婷 通讯员 尹婷 尹卓

有点猛：62小时我省共1866个乡镇降雨超50毫米

再坚持2天，大部分地区将告别雨水

7月6日以来，醴陵市遭遇特
大洪水。7月9日， 暴涨的河水漫
过渌江大堤， 向醴陵城涌去，醴
陵市广播电视台被围困。

停电断网、通行受阻，眼看
抗洪抢险的信息通道就要被冲
垮，一场媒体人搏击洪水的战斗
由此打响。

“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节目
正常播出。”台长丁愈说。

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洪
水已导致办公楼停电断网，备用
电源最长只能维持8小时供电。
按照播出计划，《醴陵新闻》将于
当晚7时35分播出。

“不仅要准点播出， 还要制
作特别节目。” 醴陵市广播电视
台领导班子决定，赶制特别节目
《抗洪时刻———我们在一起》。

9日7时多，制作特别节目的
指令传达后，50余名采编人员迅
速向台里集结。新媒体部主任杨
毅在赶往台里的路上，洪水阻断
了去路。他与同事从附近来龙门
街道办事处借来一艘皮划艇。

“有点漏气，带了打气筒出发。也
没划过船，一开始原地打圈圈。”
杨毅说，为了让皮划艇救出更多
群众， 他们领出必要的设备后，
就将艇还给了办事处。

设备到手，记者像战士一样
冲到了前线……

特别时期，特别制作。当天
下午，陆续赶回城区的记者在网
吧写稿，到台里临时安排的宾馆
初编素材，各路稿件不断汇总。

下午6时50分， 洪水到达发
电机房系绳处， 发电机被迫关
机， 但这已影响不了节目播出。
当晚，《抗洪时刻———我们在一
起》播出27分钟，比原来两个新
闻节目时长还多出2分钟。

至7月13日，《抗洪时刻———
我们在一起》 共播发稿件120余
条，醴陵手机台、醴陵发布微信
公众号推送新闻资讯总访问量
达60多万人次。醴陵市广播电视
台还向中央、省级媒体推送稿件
24条。

■记者 李永亮

湘江干流老埠头至长沙河段全线超警

7月11日20时至14日10时，
湖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
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
雨。全省共计1866个乡镇超过50
毫米，其中360个乡镇超过100毫
米，29个乡镇超过200毫米。

截至14日20时， 全省共11
站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湘江流域
10站、洞庭湖区1站。需要注意
的是，湘江干流老埠头至长沙河
段全线仍超警，洞庭湖区沅江市
河段仍超警！

新一轮降雨无缝衔接，降雨重心移至湘北

记者网吧写稿，到临时安排的宾馆初编素材
发电机关机，抗洪节目照常播出

纪实

橘子洲清淤
力争提前开园

本报7月14日讯 洪水退，
天放晴。 今日上午， 橘子洲景
区，鸟鸣阵阵，阳光穿过树叶的
缝隙洒在干净的道路上。洲边，
尽管亲水平台依然浸泡在洪水
当中， 但随着水位下降露出来
的边坡、平台，工作人员在紧锣
密鼓地开展清理。 景区工作人
员表示， 将根据水位变化同步
开始清淤， 力争按要求提前开
园。

今日上午9时， 湘江长沙
站水位36.02米， 超警戒水位
0.02米， 尽管水位开始缓慢上
涨，但相对前几日的水位已经
较低。在景区揽岳亭，十几名
工作人员穿着套鞋正打扫着
从洪水中退出来的平台。大家
拿着竹扫把、撮箕、水枪、水桶
齐上阵，边冲边扫。经过3个小
时的打扫，平台恢复了原本的
面貌。

记者在景区焰火广场看
到，下到江边亲水平台的阶梯、
以及周边露出的平台都已经清
理干净。 但该处水晶屋玻璃幕
墙因受洪水冲击碎裂倒塌，工
作人员将倒塌的玻璃扶起，靠
墙放着。据介绍，昨天焰火广场
水晶屋附近淤泥厚达30厘米以
上，可盖住小腿肚。工作人员三
人合作用木板将淤泥往外推
出。

“昨天，景区焰火广场水晶
屋、 厕所及部分绿化边坡已退
出水面，目前焰火广场、水晶屋
厕所、问天台踏步道、水上运动
看台等退水区域淤泥已基本清
理完毕。”橘子洲景区管理处办
公室副主任贺婷介绍， 从昨天
早上开始， 景区有序开展灾后
恢复工作， 力争按要求提前开
园。据了解，在水位退到33.78
米后， 景区游步道和亲水平台
将全线退出水面。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雷其荣 周文卓

救灾

本报7月14日讯 今天， 衡阳
市衡山县永和乡湘江干堤接连出
现险情，武警衡阳支队官兵紧急支
援，处置管涌、加固大堤，截至晚上7
点， 他们已经连续工作近10个小
时，成功排除2处险情。

早上8点10分左右， 衡山县
永和乡沙头村镇发生湘江干堤
管涌险情，正在备勤的武警衡阳
支队官兵火速集结20名兵力赶
往一线组织救援。管涌位于堤坝
内侧一水闸的水面以下1.8米位
置，直径在60厘米左右，由于出
险地段情况复杂， 经过3个小时
的连续奋战，武警官兵装填沙袋
6000余袋， 加固堤坝十余米，协
助地方政府成功排除管涌一处、

决口一处，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下午1点多， 武警官兵们又

接到该乡宝米村救援请求。宝米
村内又发生一处直径50厘米左
右的管涌险情，湘江水位在持续
上涨，可能发生决口危险！官兵
立即整装出发赶到现场，与当地
组织的救援力量加紧封堵，防止
情况恶化。 衡阳支队支队长谢
林均介绍， 经过采取机械打桩、
砖石加固、 沙袋堵漏的方式，晚
上7时， 经过近6个小时加固围
堵，支队官兵装填沙袋500余袋，
目前已成功排除宝米村管涌险
情。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雷其荣 谢文慧
通讯员 李玉兵 范一凡

本报7月14日讯 今日上
午，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
最新统计数据， 从7月6日开始，
截至14日8时， 两次暴雨洪涝灾
害共造成湖南14个市州90个县
市区393万余人受灾， 直接经济
损失103亿元。

13日、14日省应急管理厅召
开了调度会，对受灾较重地区进
行了调度。13日下午， 省应急管
理厅在长沙装车4850床棉被、

2990张折叠床、195顶帐篷、400
套折叠桌凳，这些物资将连夜运
往新宁县、邵阳县、洞口县等地。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
政紧急下拨中央和省级救灾资
金1.5亿元， 以确保受灾地区安
全度汛， 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
活。

■记者 丁鹏志 潘显璇
通讯员 欧阳锋

实习生 徐婷 马钰杰

衡山县湘江干堤接连出现两处险情
20余武警官兵奋战近10小时排除管涌

救援

我省下拨1.5亿元救灾资金

▲

7月14日上午，
橘子洲水位退出的平台
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记者 石芳宇 摄

▲7月13日上午，
工作人员清理焰火广场
水晶屋淤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