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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不要担心，我们马上送
您到医院。”7月17日，江西省上饶市
鄱阳县油墩街镇，一名被洪水围困3
天的老人因为旧疾复发急需救治，
得知情况后， 支援江西的郴州市消
防救援支队队员在40分钟内紧急将
老人送到医院治疗。

连日来的暴雨，导致鄱阳县多处
被淹，不少村庄道路被淹、房屋进水，
百姓出行极其困难。17日上午，郴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王帅和队
友驾驶橡皮艇在油墩街镇被淹区域
执行搜索救援任务，通过扩音器挨家
挨户寻找被困人员。11时30分，橡皮
艇行至桥头村一片水域时，消防队员
们隐约看见100米之外一处3层民居
的二楼阳台有人挥手。90米、80米
……随着距离缩短，队员们逐渐看清
楚了求救人员。

水面漂浮着很多水葫芦，橡皮艇
动力泵不时被迫“罢工”，这给前行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争取救援时
间， 队员们一边使用划桨人工前行，
一边用扩音器安慰老人焦躁的情绪。
10分钟后， 队员们抵达了老人家附

近。这是一座3层楼房，一楼已经被淹
至膝盖部位。经过询问，王帅得知，老
人儿女在外打工， 家中只有老夫妻二
人居住。去年老人背部动过一次手术，
这几天旧疾复发行动困难， 且因为洪
水，已经在家里被困3天。侦查现场环
境之后， 救援人员带上救生衣从一楼
一处窗户爬进屋内， 为老人穿好救生
衣后将她背到窗户转移到橡皮艇。

“先坐到窗户上，把手给我，再回
过身来，一点点抬脚，慢慢来，放心，我
会抱着你。”王帅一边引导老人一边指挥
队友， 小心翼翼将老人从屋内转移到橡
皮艇， 随后交待岸上的队友提前准备轮
椅、雨伞、矿泉水等物品供上岸使用。

12分钟后， 橡皮艇载着夫妻二
人顺利上岸， 王帅将老人抱上轮椅。
此时临近中午12点， 太阳炙烤着大
地，温度将近38℃，为了避免中暑，
王帅撑起一把伞为老人遮挡烈日，和
队友们一起将其送到2公里之外的医
院。“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危难时刻出
手相助。” 获救之后的老人握着消防
队员的手不住道谢。
■通讯员何鸽波李玟记者张洋银

7月17日以来， 湖南遭遇
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造成了益
阳市、湘西州、怀化市、常德
市、张家界市、岳阳市发生洪
涝灾害。 受灾情况较重地区
是：张家界市桑植县、慈利县、
永定区。

记者从省防办、省应急管
理厅了解到， 截止到19日17
时30分，共有6个市州21个县

市区受灾，受灾人口53.5万余
人， 紧急转移安置8.09万余
人， 紧急生活救助2.11万余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9.4千公
顷，农作物成灾面积12.6千公
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6.6千公
顷， 倒塌房屋72户164间，严
重损坏房屋295户571间，一
般损坏房屋984户1898间；直
接经济损失9.35亿元。

为抗御洞庭湖区持续
高位洪水， 防范新一轮强
降雨引发新的险情， 应湖
南省防指请求， 国家防总
办紧急调运中央储备防汛
物资编织袋200万个、复
膜编织布（彩条布）150万
平方米支持湖南抗洪抢险
救援工作。

7月19日， 中央调运
物资陆续运抵我省，其
中岳阳市编织袋 110万
条、复膜编织布100万平
方米，常德市编织袋50万
条、复膜编织布30万平方
米， 益阳市编织袋40万
条、复膜编织布20万平方
米。接下来，这些物资将
第一时间发往 3市防汛
救灾一线， 有力支持环
洞庭湖各地抗洪抢险工
作。

此外， 为充分做好抢
大险救大灾准备， 经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请
示， 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并
已商请武警湖南总队调派
400名兵力火速支援岳
阳、益阳两市抗洪抢险。

省应急管理厅救灾
保 障处 还 电 话 调 度 怀
化、岳阳 、张家界、湘西
州等强降雨的 9个县市
区灾情， 要求加强灾情
信息收集报送， 关注四
类特殊受灾人群（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
散特困供养人员、 残疾
人困难户），切实保障其
基本生活。

环洞庭湖水位或将复涨，中央调运物资陆续运抵我省 今日多地还将现暴雨

暴雨明起退场，晴热高温又来了
自6月28日以来， 湖南连续遭遇3轮强降雨过程，

全省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雨水异常偏多。当前，新一
轮强降雨已经来到，据预测，环洞庭湖水位还将复涨，
湖南防汛抗洪形势仍十分严峻，堤防防守、险情抢护任
务重，防汛物资消耗量大。据悉，中央调运物资已陆续
运抵我省，并在第一时间发往防汛救灾一线，支持环洞
庭湖各地抗洪抢险工作。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欧阳锋 刘乐 罗丹

【雨情】
湘西北103站出现大暴雨，长沙等地还有暴雨

7月18日，湘西、湘中以北
雨势猛烈，监测显示，7月18日
8时至19日8时，湘西州、张家
界、常德、怀化北部和南部、益
阳西部、岳阳西北部的部分地
区出现暴雨， 局地大暴雨。其
中龙山、永顺、古丈、花垣、张
家界全境、石门、澧县等15县
市区的103站出现了大暴雨。

省气象台7月19日7时10
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

计19日8时至20日8时， 株洲
北部、湘潭、长沙南部、邵阳西
部、常德南部、益阳南部、怀化
将出现暴雨。

省气象台预计，这两天强
降水依然盘踞在湖南西部、中
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到大暴
雨，而东南部仍将持续高温天
气。21日起大部地区雨水减
退，副高将控场，晴热高温天
气逐渐扩张。

【水情】
洞庭湖区21站超警戒水位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
到，当前，湘、资水干流水势
平稳，澧水、沅水支流酉水不
同程度上涨， 洞庭湖区水位
缓慢上涨。19日18时，洞庭湖
区有21站水位超警， 其中城
陵矶控制站水位34.09米，超
警1.09米。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19

日5时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
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预
计未来6小时内，澧水张家界
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
水（警戒水位163米）。省水文
水资源勘测中心发布洪水黄
色预警， 提请沿岸相关单位
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 及时
避险。

【灾情】
紧急转移安置8万余人

预警

根据地质灾害成灾规律和孕灾条件，结合短期
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
得出如下结论：自7月19日20:00至20日20:00，受降雨
影响，湘西南局部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
大（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域：邵阳市隆回县西部、
洞口县西部、绥宁、新宁县西南部、城步，怀化市溆
浦南部、会同东部、靖州南部、通道、洪江市东南部、
洪江区东部等。

湘西南局部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支援

中央调运物资
陆续运抵我省

头顶烈日，脚蹚洪水
接力送老人进医院

救援

经过多次连降暴雨，位于桑植县
东北部的人潮溪镇地质灾害隐患凸
显，尽快转移并妥善安置灾害点群众
迫在眉睫。

7月17日，该镇负责人介绍，罗柳
村地处地质灾害点集中区， 地势偏
僻，18户42名群众均已同意转移方
案， 但85岁的张连香不愿撤离家园，
老人认为，“几十年居住于此，从未发
生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现

象，没啥事嘛。”
针对老人的心理，镇村干部上门

做思想工作， 经过一个多小时工作，
终于解开了老人的心结，答应撤离。

为尽快送到安全地点，镇干部二
话不说背起了老人。 夜幕下的山路难
走， 又要爬坡，5名镇干部轮流背行，顺
利将老人背了出来。当天晚上9时许，老
人被安全送到了3公里外的女儿家。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李梅 向晓念

5名镇干部轮流背老人转移

▲7月17日，支援江西的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转移被困3
天的患病老人。 通讯员 供图

▲

7月18日，接
到群众求助， 在江西
彭泽县前置驻勤的湖
南消防员将生病的婴
儿紧急运送到医院。
通讯员 李钰龙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