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记者 高晓燕
通讯员/吴珊

株洲日报讯 连 续 多 日 暴
雨，全市多地受山洪、山体滑坡影
响，供电设施多有受损。

据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统计，从 7
月 7 日早上 8 点至 7 月 11 日早上 6
点，暴雨累计导致 110千伏线路停运
1条；35千伏线路停运 1条；10千伏
线路停运 143条，倒杆 81基，断线 62
处；400伏线路停运 791条，倒杆 344
基，断线 621处。停电台区 5379个，
影响用户383753户。

“停电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
是供电设施受损断电，一种是供电
设施浸水且已达不到安全防护距
离，为防止漏电伤人主动停运。”国

网株洲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331 片区停电就是属于

第二种情况。连日来，由于枫溪港
涨水，多处供电设施已达不到正
常运营条件，14 台变压器被关停，
以确保片区居民出行安全。

白石港水位迅速上涨后，新白
石港路地势较低的地区出现内涝，
两处涵洞地区均出现积水情况。为
配合株洲市政部门紧急开展的抽
水工作，国网株洲供电公司派出了
一辆移动发电车，保障现场“龙吸
水”排水抢险车的正常工作。

截至 7 月 11 日晚上 6点，全市
仍受影响台区 773 个，涉及用户
46479户，其中，城区主要故障区域
集中在芦淞区龙华街道南华社区、
石峰区响石岭街道白石港社区、天

元区马家河镇；茶陵县集中在湖口
镇青呈村，桃坑乡大汾村、大塘村，
思聪街道左垅村、腰陂镇巨田村、
洣江瑶里村；醴陵市主要集中在西
乡的福港镇、石亭镇和南乡的孙家
湾镇；攸县主要集中在丫江桥镇、
皇图岭镇、黄丰桥镇、桃水镇；渌口
区主要集中在淦田镇、朱亭镇、南
洲镇、三门镇、渌口县城。

“部分地区因道路坍塌，导致
施工车辆无法通行，我们将尽快
组织抢修。”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公司已累
计投入抢修队伍 309支，抢修人员
3687 人次，抢修车辆 823 车次，应
急抢修队伍及救援物资储备充
足，各供电公司暂未出现抢修力
量不足的情况。

排障抢修恢复供电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朱卫健

株洲日报讯 7月 11日，记者
从市卫健委获悉，为应对可能出
现的洪涝灾害卫生防疫和卫生应
急工作，目前，各县市区卫健局、
委属医疗卫生单位启动汛期 24小
时应急值班，实行救灾防病信息
日报告和疫情零报告制度。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市提前进入汛期，各类传
染病也进入高发期。汛情发生后，
市疾控中心储备了足量的个人防
护装备、预防性药品等，各县市区
10 支卫生应急队伍参加了登革热
疫情处置演练。目前，我市已派出
防疫队 91批次，派出防疫人员 400
人次，组织 4支卫生防疫应急队对
城区卫生防疫工作进行了指导，
发出宣传资料 4.8 万余份，消毒面
积 5.1 万平方米，救治伤病人员

100人，预防服药与接种 4人，发放
药物 7.6万余元。

据 悉 ，接 下 来 ，市 卫 健 委 将
组织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继
续完善防灾减灾工作机制，重点
开展风险评估、隐患排查和综合
治理；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重点
加强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
事 件 监 测 和 报 告 工 作 ；加 强 肠
道、呼吸道、虫媒等传染病的监
测和防控。

卫生部门展开灾后防疫工作

株洲日报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晏丹 唐双江

株洲日报讯 7月 10日，渌口
区民政部门启动应急救灾预案，将
明德小学、高泉小学、淦田中学、梓
湖小学、朱亭小学和区五中等作为
抗洪抢险防汛安置应急点，为救援
人员和转移群众提供床垫、凉席、

矿泉水、面包等生活用品。
渌口镇高泉村临近渌江，受灾

较重，有 12栋民房泡在水中，还有
许多房子进水。为了安置灾民，高泉
小学腾出小学一、二年级教室两间
供灾民住宿，在学校食堂集中做饭，
由该村委会统一买菜，学校提供燃
油、开水。据高泉村负责人介绍，这
两天，除了投亲靠友的群众外，每天

有近 40人在高泉小学住宿吃饭。渌
口区五中为在渌江大堤抗洪抢险的
150余名士兵提供临时住宿。

该区民政部门紧急调拨帐篷
80 顶、棉被 800 件、折叠床 800 张，
以及大米、食用油、矿泉水、方便
面等生活必用品，迅速运往灾区，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
住处、有洁净水喝、有病能治。

渌口开辟5处安置应急点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蔡海丽 伍丽

株洲日报讯 7 月 11 日下午 2 时，
醴陵市委党校 2019 年年轻干部综合素
质能力提升班的 83 名学员，与该市城
管队员一起，来到该市滨河路，拿起扫
帚、铁锹，清除淤泥、搬运垃圾，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滨河路恢复了往日
的干净整洁。

7 月 10 日凌晨 5 时，肆虐的洪水开
始消退。醴陵市城管部门立即启动千
人抗洪清淤行动，派出机关、环卫、市
政、园林等 10支小分队，共计 1100余名
人员分头行动。两天来，城管系统共计
出动各类清洗清运作业车辆 300余台，
清理城区受污面积 2.1 平方公里，清运
城区垃圾 600余车 2000余吨，城区主次
干道基本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该市各机关单位干部
职工和志愿者，也纷纷走上街头，清运
淤泥，清扫道路。

滨河路洪水消退，醴陵市委党校的学员们干劲十足，清淤清扫。
蔡海丽 供图

醴陵千人上街清扫淤泥

株洲日报记者 刘平

株洲日报讯 连日暴雨导致
天元区三门镇、雷打石镇多处出
现严重洪涝灾害。天元区民政局
得知受灾地区物资急缺后，7月 10
日下午向社会组织发出参与救灾

行动的倡议。
7月 11日，市爱心志愿者联合

会、市紫轩堂传统文化交流中心
等 17家社会组织纷纷组织成员赶
往三门镇和雷打石镇，将价值 2.2
万余元的物资分发给当地群众。
来自三门镇社工站、三门镇家庭

道德文化传承协会等社会组织成
员主动参与到三门镇上节街社区
的救灾工作中。

记者从天元区民政局获悉，倡
议发出后，还有许多社会组织与该
局取得联系，将尽快购买和筹备物
资，赶往灾区奉献爱心，提供支援。

社会组织全力支援抗洪抢险一线

株洲日报记者 易蓉
通讯员/黄天鹤

株洲日报讯 7月11日，受洪灾
影响，天元区雷打石镇青石、公道、苍

霞社区及周边学校、企事业单位供水
中断，这可急坏了附近的数千居民。

当天上午 9时，镇长吕军辉立
即将镇上居民断水情况反映上
去，天元区城管局环卫部门便立

即组织仁仁洁、润泽天元、万家
美、宏达 4 家环卫、物业公司各自
派出一台水罐车，为当地居民送
去干净的生活用水，预计能解决
480户家庭当日的用水问题。

爱心企业为雷打石数千居民送水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株洲日报讯 “为了我们的
家园不被淹没，你们辛苦了。”7 月
8 日下午，芦淞区庆云街道谭家塅
村村民张维来到芦淞区虎形堤，
为一线抗洪人员送来了 800 余斤

西瓜。
张维告诉记者，汛期发生后，

作为一名民兵预备役人员，他曾参
与过早禾坪涵洞桥抢险。当他得
知，枫溪港涨水虎形堤出现管涌和
裂缝，有 200多人在彻夜抢险后，他
表示：“想为抗洪人员做点事。”

当天中午，张维租了一辆皮
卡车，去水果批发市场买了西瓜，
送到抢险现场。只见抗洪人员正
在浇灌砂石防止堤坝奔溃，他将
西瓜切成小块，分发给大家。此
前，张维还为一线抢险人员送去
了矿泉水。

村民为抗洪人员送西瓜

后方：传递爱心重建家园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谭建雄 陈小贤

株洲日报讯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人
民子弟兵！”连日来，驻株部队官兵、民兵等坚
守抗洪抢险一线，上演拥政爱民好故事。

武警株洲市支队 140 名官兵在支队党委
的统一领导下，驻守奋战在我市遭受洪灾的
醴陵市、攸县、茶陵县、芦淞区、渌口区。目前，
官兵已紧急转移疏散群众 2260 余人，配送灾
民生活物资 3800 余份，往前方输送 5900 份，
运送土方 12 吨，挖导水沟 100 余米，转移精密

仪器价值 1 亿元，堵塞管涌 4 处，加固堤坝 2
处，圆满地完成了阶段性战斗任务。

期间，执勤一大队大队长李建东身先士
卒，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自己家被淹了，他近
在咫尺抗洪抢险，却无暇顾及。他妻子对此毫
无怨言，事后还前来慰问抗洪官兵，忙前忙后
搞保障，彰显了军人与军嫂别样的“爱人民”。

在渌口区龙船镇、南洲镇、渌口镇等多处
危险堤坝上，都有湖南预备役步兵师株洲某团
官兵的身影。南洲镇将军村湘江堤坝出现决口
险情，该团迅速抽调精干力量赶赴灾情一线。
经过官兵们的连续奋战，堤坝决口艰难地缩小

了 4 米。松西子堤坝出现险情，该团连夜召集
40余名预备役人员奔赴现场巡防，排除沿江堤
坝各类缺口隐患，构筑防洪子堤坝 1000余米。

在各县市区人武部的组织下，我市广大民
兵等纷纷冲上抗洪一线。正在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武装干部培训中心参加培训的 100多名基干
民兵应急分队接到命令后兵分三路，赶赴攸县、
芦淞区、渌口区抗洪抢险一线。在渌口区南洲镇
将军村，40名民兵和武警、预备役炮兵团官兵一
道，昼夜奋战在将军村湘江大堤上，三天四夜不
间断地装填土方、搬运沙袋、封堵决口、转移人
民群众，有效保障了附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
时间：汛期 地点：危险堤坝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株洲日报讯 防汛救灾全员动员令响起
后，天元区的妇女干部、基层妇联执委，顶烈
日、冒酷暑，投入到防汛一线，进行宣传动员、
堤坝巡逻、转移灾民、发放物资等工作。

10日上午 10点，洪水淹没了进出三门镇湖
坪村的道路，导致无法通行，湖坪村成了孤岛，
但村里还有 50名村民没有转移出来，镇上唯一
的一艘救援冲锋舟动力因为持续运转而罢工。

在三门镇抗洪救灾的高新区投资促进中
心主任周琦获悉后，立马在朋友圈求助：三门
湖坪村急需冲锋舟转移村民。20多分钟后，绿

舟救援队的人联系上周琦，将从醴陵调运一
艘冲锋舟过来。但一艘远远不够，周琦继续在
朋友圈呼叫支援。中午 12点，第一艘支援的冲
锋舟到位，40分钟后，第一批村民被安全转移
出来。

看到周琦的朋友圈后，她的朋友运来了
气皮艇、摩托艇，纷纷参与到救援中来，蓝天
救援对也来驰援。到下午 6 点多，湖坪村的村
民全部安全转移。在救援期间，一些企业老板
看到她发的朋友圈后，送来了水和干粮。

10日 11时，雷打石镇公道社区临河堤坝，
湘江水位只有 20 厘米就要漫堤了，情况十分
危急，200 多名干部群众立即投入到抢险中

来，在长长的传递沙袋队伍中，有多名女干
部，她们动作麻利快速，一点不比男人差。

雷打石镇副镇长龙海燕从 7 月 9 日凌晨
开始巡堤，出现险情后，迅速投入盘石村临河
堤坝、胜利高排渠道等地的抗洪抢险，一直到
7月 11日下午 7时许，她还在协调解决雷打石
镇老街居民的饮水问题。

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如伞铺村的妇女
干部组成巡逻队，第一时间做好防汛和排查
工作；响水村的妇女干部主动支援白石村抗
洪救灾，去不了最前线，就帮忙装沙袋；泰山
路街道妇联执委、女干部到防汛救灾第一线
巡查……

抗洪救灾一线的娘子军
时间：7月 11日 地点：天元区湘江防洪堤

株洲日报记者 成建梅
通讯员/卢宇辉

株洲日报讯 7月 10日上午，攸县江桥街道
杨木港村按照支村两委会议部署，党员干部用巡

河小船装载生活物资去往受灾严重的担水塘、帽
子坳及张家坳等村组进行安全巡查，组织人员疏
散和物资发放，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临出发时，担水塘组长周谷贻打来求救
电话，称村民周建德被洪水卷入江中，正抱着

电线杆等待救援，情况万分紧急！获此消息，
大家立即把船划到事发地点。此时，由于水流
湍急，小船无法靠拢。村支部书记龙冬华冒着
生命危险跳入水中，漂游至电线杆旁，把船牵
引过去，将惊慌失措的周建德救上了船。

村支部书记跳入洪水救起贫困户
时间：7月 10日上午 地点：攸县江桥街道杨木港村

株洲日报记者 成建梅
通讯员/卢宇辉

株洲日报讯 “来人啊！救命啊！”7 月
10 日中午，攸县联星街道办江弦组村民文
建平在外吃完饭回家，突如其来的求救声

吓了他一跳，看到邻居文国裕正在湍急的
洪 水 中 使 劲 挣 扎 ，来 不 及 多 想 ，文 建 平 一
个 箭 步 冲 过 去 ，跳 入 洪 水 中 ，把 文 国 裕 救
上了岸。

文建平已经 70 岁了，是一名有着 47 年党
龄的老党员。事情发生后，他救人的事很快传

开了，村民赞叹有加：“党员就是党员，关键时
刻有担当！”

文建平却表现得很平静：“我是一名退伍
军人，更是一名老党员，尽管人老了，但我有
我的责任和担当。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
择跳下去救人！”

七旬老党员勇搏洪流救邻居
时间：7月 10日中午 地点：攸县联星街道办江弦组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株洲日报讯 “看，在塘堤上一瘸一拐走
的就是袁秋云。”顺着袁刚手指的方向，记者
看到江渌路京广线早禾坪涵洞桥附近的山塘
堤坝上，有一名穿着拖鞋的城管队员正在巡
堤，关注山塘水情。

袁秋云在 7 月 10 日凌晨的抢险中，脚跟
被利器划破了 5厘米，简单包扎后又执拗地回
到抗洪救灾一线。7月 11日，记者见到袁秋云，

他不好意思地说道：“除了伤口有点火辣疼
痛，我的身体没有其它不适，作为一名党员，
应该和大家一起战斗。”

7月 9日晚上 8时许，正在上晚班的袁秋云
接到上级电话，京广线早禾坪涵洞桥一处连着
铁路路基的塘堤出现管涌，如不堵住将影响机
车通行安全。他第一批赶到，卷起裤脚就扎进了
没过膝盖的泥水里，装填砂石，码砂袋。次日 0点
50分，当第一车砂石用完后，大家坐在塘堤等
待。“你的脚怎么流血了？”队友惊讶道，他才意

识到脚被划伤。
“水太浑浊看不清，可能是不小心踩到了

玻璃瓦片。”袁秋云说，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抢险，疲惫不堪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几分
钟后，他不顾劝阻又加入了抢险战斗中，直到
凌晨 2点才被同事劝回家。

简单用碘酒冲洗后，袁秋云才感觉到疼
痛难忍，伤口有近 2厘米深，走路都困难，天亮
后去医院包扎完，便强烈要求回到抗洪抢险
一线。

城管队员带伤坚守抗洪救灾一线
时间：7月 11日上午 11时 地点：芦淞区早禾田涵洞桥塘堤

被困母女先后被消防员转移至安全地带。通讯员 供图

株洲日报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周舟

株洲日报讯 水 深 、暗 流 涌
动，最深处已达到 3 米……7 月 10
日晚上 9 时许，栗雨消防中队接到
调度指挥中心指令：天元区三门镇
上节街社区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
困，迅速前去营救。

“那边有一对母女，让她们先
走，我们多留一会儿没关系！”冲锋
舟在洪水中搜索，一处民房里被困
的几名群众喊道，百米前有一对被
困母女，女儿偏瘫行动不便，让消
防员先去救她们。

当天下午 5 时，洪水已淹没楼
房 1 楼，70 岁的张巧云认为洪水不
久将会退去，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从家里撤离。但随着时间推移，洪
水已快逼近 2 楼，母女两人已经寸
步难行。

“老人家，别害怕！我们来救
你了。”9 点 27 分，消防救援人员
顶着洪流来到张巧云家门外，看
到她战战兢兢地蹲站在桌上，吓
得直哭，因担心家中财物，说什么
也不愿撤离。

“钱财都是身外物，最重要的
是人没事。”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

消防员的多番劝说，张巧云老人卸
下心理包袱，终于同意转移。

此时，1 名消防员蹚水行至张
巧云面前时，腿部被洪水中的杂物
割伤，他紧咬牙关，将老人背下楼。
顾不上清理伤口，又跑到偏瘫在床
的王定身边，小心翼翼地将其背下
楼，并迅速固定在担架上，转移至
冲锋舟上。

救援中出现感人一幕。当晚，
消防救援人员在巡视过程中，遇到
2 名在洪水中捕鱼的村民，看到有
消防员经过，他们将刚捕获的大鱼
就往橡皮艇上放。见此情形，参与
救援的消防员连忙拒绝：“谢谢，我
们真不能要！”

暴风骤雨中，向险而行的橙色
背影始终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截至 11 日 0 时，省市两级消防
队伍共在株洲投入力量 457 人，出
动 4772 人次，出动车辆、舟艇 696
台次，共营救遇险群众 1445 人，疏
散转移被困群众 4188人，抢救财产
价值 1000 余万元。其中，航空救援
大队首次启动救援，发挥作用明
显：7 月 9 日、10 日两天，共起降 26
架次，营救出被困人员 45 人，并对
受灾区域投放了生活物资及药品
145箱（件）。

消防员蹚水背出瘫痪病人
时间：7月 10日 地点：天元区三门镇上节街社区

前线：英雄挺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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