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攸县税务学会遗
失公章一枚

·株洲恒大华府一
期 15 栋 2003 房王琴遗
失 株 洲 湘 誉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00453415 号 增 值 税 普
通发票，金额 156018 元

下列证件
声明作废

2019年 7月 17日
检修停电安排(临检)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注意防范电气
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拔出插
头，关闭电源开关，防止来电以
后引发电气火灾。如因天雨或
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路停电工
作顺延、改期或取消，请谅解。
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见中缝停
电公告。
序
号

1

2019年7月19日、20日
检修停电安排（临检）预告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注意防范电气
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拔出插
头，关闭电源开关，防止来电以
后引发电气火灾。如因天雨或
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路停电工
作顺延、改期或取消，请谅解。
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见中缝停
电公告。
序
号

1

2

2019年 7月 23日
检修停电安排(预告)
设备停电检修期间，严禁

有自备电源的单位向电网倒送
电。请广大用户注意防范电气
火灾，停电以后请立即拔出插
头，关闭电源开关，防止来电以
后引发电气火灾。如因天雨或
其它特殊原因导致线路停电工
作顺延、改期或取消，请谅解。
线路具体停电时间参见中缝停
电公告。
序
号

1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
2019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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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
线路

停南华
变电
站：南
机线南
366#01
杆——
南 366#
30杆
——南
366团
山支线
#02杆
线路；
南栗线

南
328--南
328#34
线路

停电
线路

停君山
变：

10kV君
环Ⅱ回
君 332
滨江路Ⅰ回东
湖环网

箱
320—
—君环Ⅱ回君
332滨
江路Ⅰ
回#38
线路转
检修。

停铜塘
湾变电
站：铜
车线铜
318#01
至 33#
线路转
检修

停电
线路

停向阳
村变电
站：向
荷线向
342#

58+1~向
342#104
线路

影响
区域

芦淞
区：【南
366】：
南华机
械厂、
建宁乡
南华
村、五
三厂三
台区、
五三厂
二台
区、五
三厂一
台区、
五三厂
四台
区、五
三厂；
【南
328】：
南方航
空铸锻
厂、株
洲南站
站前广
场路灯
变箱
变、五
三厂转
供、良
益电镀
厂（株
洲明达
机电有
限公

司）、华
南电镀
厂、六
瑞二台

区

影响
区域

天元
区：东
湖西水
塘台
区、东
湖管理
处、四
为置业
基建环
网箱变
（第四
代建筑
研发示
范基地
基建）、
东湖学
校#01
基建
变、天
元区市
政维护
处、路
灯（新
东路与
珠江北
路）、隆
兴管理
处、隆
兴港、
东湖学
校#02
基建
变、隆
兴一
队、隆
兴抗旱
机台、
天元世
家专配
3089、
河西八
桥基建
箱变

石峰
区：旗
滨株洲
集团码
头、十
四车间
生活、
十四车
间 3027

影响
区域

石峰
区：青
草冲曹
家坝、
青草冲
台区、
青草冲
学校、
青草冲
村张公
坡牛形
山台
区、张
公坡牛
形山台
区、董
家冲、
董家冲
农民街
三台
区、东
元村五
斗冲台
区、东
元村二
台区、
东元
村、东
元村五
斗冲二
台区、
运通实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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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里雨里，我们奋战到底 重建家园，我们不离不弃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王家明

“现在要做好灾情统计和灾区的消
毒工作……”7月 14 日上午 10 点，在市中
心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躺在病床上的陈
钟依然很忙。

今年 33岁的陈钟是醴陵市茶山镇党
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自 7 月 9 日汛
情开始后，他便在受灾严重的神福港居
委会开展抗洪抢险工作。7 月 12 日晚上，
他在灾区巡查时不慎被毒蛇咬伤。

奔波在抗洪一线，他几乎
三天三夜没合眼

陈钟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系，2010
年考上选调生，随后被分配至醴陵市茶
山镇政府工作。

7 月 9 日，因连续降雨，全市多个乡
镇出现洪涝灾害。由于地处神福港河、渌
江的汇合处，加上地势低洼，茶山镇神福
港居委会受灾严重。很快，暴涨的河水让
那里成了一座“孤岛”。当晚，茶山镇政府
召开抗洪抢险紧急动员会。

“那个地方我熟悉，我去！”来不及穿袜

子，陈钟赤脚穿上长筒靴，带领 11名镇村
干部和 8名武警、公安民警奔赴抗洪一线。

此时，神福港居委会有 500多户、2000
余名居民，劝说居民撤离危险区域成为首
要任务。一上“岛”，陈钟便和同事兵分 5路，
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排除险情，将情况危
急的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集中安置点。

雨一直下，陈钟一刻也不敢停歇。查
看险情、转移居民……连续三天三夜，他
几乎未合眼。所幸，居民们得到了及时安
置。然而，由于赤脚穿着雨靴，他的双脚
磨出多个水泡，有的已破溃流脓。为了不
影响行走，他换上布鞋继续奔走。

巡查时被毒蛇咬伤，仍瞒
着妻子说在抢险

7月 12日，这是陈钟奋战在抗洪抢险
一线的第四天。当晚，得知新一轮降雨即
将来临，陈钟和同事再次外出巡查，查看
是否还有居民未转移到安全地带。

因为神福港居委会已经断电，备用
照明灯的电量已用完，陈钟只能依靠手
机照明前行。

当晚 8点多，陈钟突然接到同事打来
的电话。他边接电话，边摸黑向前走。突

然，他感觉右脚踝一阵刺痛，借用手机微
弱的光，陈钟看到一条蛇从他脚下溜过。

“不好，是条毒蛇，可能是五步蛇！”
在农村长大的陈钟一眼认出了这个不速
之客，赶紧解下腰带绑住伤口上方的静
脉。很快，他就出现口干、头晕等症状，随
行的同事立即将其送至神福港卫生院。

由于醴陵当地没有抗五步蛇毒血

清，陈钟被紧急转往株洲市中心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救治。

“幸好送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中西医结合科主治医师皮淼介绍，

人一旦被蝮蛇咬伤，严重者会出现皮下

出血甚至呼吸衰竭等。

“你当时不怕有生命危险吗？”14日，

记者问道。

“不怕是假的，可我更害怕有群众在

洪灾中受伤。”陈钟说。

事实上，陈钟的儿子出生才不到一
个月。因抗洪抢险，他已经 5天没回家。为
了不让家人担心，受伤住院后，他依然瞒
着妻子，只说自己仍在抢险。

“医生，我想明天出院，还有灾后重
建的事在等着我呢。”采访刚结束，急性
子的陈钟拉着管床医生说道。

被毒蛇咬伤后，他满脑子还是救灾的事

6台挖掘机“找上门”
参与抢险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株洲日报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 月 12 日，
我市一家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的老板主动请缨，派出
6台挖掘机加入到了天元区抗洪抢险的队伍中来。

这家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的老板叫罗定强，在防
汛抗灾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他很想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当听说嵩山路街道防汛堤段清除杂草和灌木
丛正需要挖掘机作业后，他立即安排公司员工准备
好挖掘机前往一线支援。

12 日 13 点 20 分，罗定强带着驾驶员驾驶 6 台
挖掘机直奔隆兴防汛抗灾大堤，一到现场，就马不
停蹄地开始了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清除杂草和灌
木丛的工作。他们此次作业地点是从隆兴管理处到
大坪管理处 7000多米长的堤段，大大提高了该段的
工作效率，为及时查找管涌和渗水等隐患扫除了障
碍。该段清障任务完成后，罗定强表示，汛情不除，
他不会撤退，随时听命支援一线。

株洲日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朱雅丽 吉惠质

株洲日报讯 7月 11日晚 7时，
湘江洪流激荡，水位逼近历史新
高，郑湘平驾驶测流船，又向湘江
驶去。

他是市水文局唯一会驾驶测
流船的职工，3 天 72 小时，一次次
精准宝贵的水位流量数据，都出
自他和同事之手。

郑湘平在夜色中驾驶测流快
艇离开趸船。株洲水文站负责人
彭小波正在船头操控测流支架，
清除江面杂物。

本以为一切顺利进行，却不
知危险已步步逼近。

“上游有东西漂过来！”站在

船头的彭小波突然回头大声喊
道。郑湘平定睛一看，右前方漂来
一根直径 5 米以上的残木，“砰”
的一声巨响后，船身剧烈地摇晃
起来。

“不好，测流支架被撞倒了。”
彭小波用尽全力一手稳住支架，
一手抓紧栏杆。情况危急，郑湘平
迅速反方向打转方向盘，以避开
二次撞击。多年的经验和默契在
两位老水文人身上无声的传递
着，直到测流工作结束。

“ 晚 8 时 ，湘 江 株 洲 站 水 位
43.32 米，相应流量 22200 立方米
每秒，超保证水位 0.32 米，已退水
1.14 米。”彭小波盯着电脑屏幕上
水位流量关系图，用嘶哑的声音
报告此次测流结果。

坚守船舱，拿下精准水文数据

“村村响”报信600余次
助力防汛救灾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通讯员/谭烨 李茂春

株洲日报讯 “据气象部门预报，14 日至 17 日
有一轮强降雨……”“暴雨天气，请仔细收听以下注
意事项……”以上声音来自茶陵县湖口镇梅林村村
部附近的大喇叭。这是茶陵县农村广播村村响系统
的一个设备终端，在茶陵 16个镇 215个村的田间地
头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017 年，我市炎陵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市和
渌口区建成农村广播村村响系统 5 个县级播控平
台，74个乡镇广播站，1133个村广播室，实现行政村
全覆盖。在连日来的防汛救灾行动中，农村广播村
村响系统，主动与各级政府、防汛相关部门对接，确
保应急信息及时、准确播出。

截至目前，各县（市、区）通过村村响系统发布
预警应急预报信息 600余次。

宁乡民间救援队
深夜驰援醴陵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株洲日报讯 近日，醴陵市泗汾镇的洪水开始
退却，宁乡楚沩之家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队队长张
德强和他的队员返回了宁乡。

7 月 10 日，张德强得知醴陵市遭遇洪灾后，他
带领应急救援队于凌晨 1 点多赶到了醴陵市泗汾
镇。“我们到达何田村的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泽
国。”张德强回忆，水深的地方已经淹没了救援队员
的胸部。

张德强带队寻访了 100多户人家，救出了 39名
被困人员。

洪水，对于这支来自宁乡的民间救援队并不陌
生。2017年夏天，同样是在这个时节，宁乡遭遇特大
暴雨。“那次灾情有不少醴陵的救援人员前来救
援。”张德强说，当年他家也进了水，“整个一楼都被
淹了。”那次洪水过后，他与不少醴陵救援队员都成
了好友。

株洲日报记者 廖明 李军

7 月 6 日以来，我市遭遇连续
强降雨。

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洪救灾保
卫战，自此打响。

危急时刻，株洲各媒体的记者，
分赴各县市区抗洪救灾最前线。

用脚丈量危情，用眼抓住细
节，用心感受温度。

连日来，记者们涉激流、过险
滩，用文字、图片、视频，通过报纸、
手机、网络等途径，第一时间报道
各地灾情实况、记录抗洪救灾动人
瞬间，为全市抗洪救灾工作，凝聚
起一道无形的钢铁防线。

感动：让铅字化成温
暖力量

报道，是从感动开始的。
7 月 11 日下午，株洲日报、株

洲晚报记者王军和陈驰，驱车赶往
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上洲社区。

“去醴陵的路上，我们就一直
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社区书记
张清月拖着病体坚守救灾一线？”
王军说。

循着张清月生前最后时光的
活动轨迹，一个“带病仍坚持在岗”

“迈着肿胀双腿解决转移群众吃喝
问题”的基层社区书记形象，展现
在面前。

所有细节，皆为答案。
12 日凌晨 2时许，讲述张清月

先进事迹的报道积墨成文，《生命
中的最后 12 小时》《当所有受困群
众被成功转移后，社区书记张清月
却永远地离去……》分别通过株洲
日报、株洲晚报，以及报社旗下各
大新媒体平台，向社会传播。

随后，湖南日报、人民网、新华
网等权威媒体，对社区书记张清月
持续聚焦……

“大事临头，方显党员本色。”
陈驰说：“张清月用生命告诉我，什
么是责任和担当。”

置身抗洪救灾一线，感动，在
每天的采访中持续着，这些人和
事，在报端成为历史的叙述时，也
将内化为记者采写新闻报道的坚
强力量。

坚韧：风雨兼程赴抢
险一线

田健潇是广播新闻频道新闻
部的记者，7 月 10 日是他的 26 岁
生日，家人打算中午下馆子替他庆
祝，还定了生日蛋糕。可那天，他始
终在一线报道受灾情况。

公共法制民生频道记者游广
积是一名新闻“老兵”。7 月 10 日，
他和同事程焱第一时间赶赴醴陵，
乘坐湖南航空消防救援大队的直
升机，跟拍到了消防队员紧急救援
的独家画面。

被困近 48 小时的一家五口获
救，其中还有个一岁多的婴儿，已
高烧不退近 30 个小时了。婴儿的
母亲悲欣交集，哭着向消防队员深
深鞠躬。这段视频当晚在央视的
《晚间新闻》和湖南卫视的《新闻联
播》播出。

抗洪抢险期间，新闻综合频道
记者陈严，每天从早上 8 点半，一
直忙到次日凌晨 2 点。同频道的记
者梁婷，10日凌晨 3点参与紧急抢
险报道，做完报道已是早上 5 点，
一接到去醴陵的任务，她又马不停
蹄地上路了。

勇敢：像战士那样向
水而行

身处记者岗位，很多事情难以
两全。奔赴一线、站在现场，必然是
最优先选择。

下转B1版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
——株洲各媒体记者深入抗洪救灾现场侧记

老街、古镇、村庄，
渌口灾后重建有序展开
株洲日报记者 邹怡敏
通讯员/朱刚 王婷 刘旺

株洲日报讯 7 月 13 日，渌口区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 2000余名干部职工全部取消
周末休息，集中对老街和风光带北岸开展大
清扫。

在朱亭镇古镇社区，当地镇村干部、村
民、前来支援的志愿者自发组成一个清淤工
作队。垃圾清理完之后，他们扛着水管挨家
挨户进行冲洗，卫生防疫人员则紧跟其后进
行消毒。该区卫生健康局已经组织所辖各医
疗卫生机构开展灾后防疫行动，为灾区送上
防暑清凉药品和消毒用品。

“南洲镇昭陵居委会安置了 13 名老人，
现缺水和食物！”“淦田镇淦田村、铜锣村有
600 人急需饮用水、米、油、蔬菜！”自 7 月 11
日共青团渌口区委发布志愿者招募令以来，
新组建的“青年志愿者抗洪救灾群”每日不
断弹出救援信息。一批批物资通过爱心志愿
者送到了最需要的地方，让受灾群众喝上了
干净的水，吃上了安全的食物。

13 日，记者在南洲镇石板桥村看到，田
间一片汪洋，已看不出哪里是农田、哪里是
水塘。据初步统计，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
19.0871 万亩，成灾面积 11.7422 万亩，绝收
面积 5.9535万亩，直接经济损失约 1.3亿元。

积极恢复生产，该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
建 8 个农业防汛抗灾救灾技术指导小组，深
入各镇、村。对受灾严重的作物，引导农民进
行补种、改种。同时加大应急农业生产资料
的储备、保管、调拨工作。

10个工作组
赴田间保生产
株洲日报记者 王军
通讯员/陈向阳 谭峥

株洲日报讯 7 月 13 日，洪水慢慢消
退，在醴陵市石亭镇长塘村，2000 多亩中药
材“重回地面”，经过长时间浸泡已经枯萎。

“割掉地面这一茬，追肥撒药，等它们长出
新一茬的苗子吧。”农技专家廖作军对种植
户说。

近期，市农业农村局从全市乡村振兴咨
询专家团抽调人员，组成 10 个工作组，按照

“补种到位、防疫到位、抛荒为零、确保效益”
的原则，分赴灾区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

泗汾镇农场居委会，是双季稻高产示范
基地。早稻已经开始抽穗，但经过洪水冲刷
以后，基本倒伏在田间。

“全镇 2.4 万亩农作物有 1.5 万亩被淹，
直接经济损失在 3000 万元以上。”当地村干
部介绍，此次洪水过程正好是早稻生产的关
键时期，连补种都没法进行。

“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对那些绝收
的区域，只能改种生育期适中的其他作物，
把损失降到最低。”农技专家石天宝说，水
稻大田退水时，要用齿耙随水流方向结合
洗苗梳去死叶、死苗，可以洗去叶表泥垢，
有利于光合作用，水稻补播最迟在 7 月 20
日前要完成。

与此同时，市农业农村局还制定了《灾
后农业生产自救技术要点》，根据水稻、蔬
菜、水果等不同作物，实行分类指导。

目前，农技专家组已着手评估灾后潜在
次生风险，分析灾区急需重点解决的主要技
术难题，提出有操作性的具体应对措施。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通讯员/曾玉娟 胡卫征

株洲日报讯 7月 13 日上
午，云龙示范区快速行动，派出 20
多名防疫专业人员组成 3支防疫
队伍和 1支应急机动队伍，与学
林、龙头铺、云田 3个镇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卫人员共同开展网
格化、全覆盖的灾后防疫工作。

他们深入双丰社区棉湖洲

周边居民房屋前后、迎宾路和玉
龙路交叉口、龙母河周边等重点
区域开展疫情防控，向居民发放
消毒液，讲授药液配置、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同时向受灾居民
发放有关防疫知识宣传单。截至
目前，云龙示范区已向受灾群众
发 放 消 毒 液 8000 瓶 、漂 白 粉
1000 公斤、漂白晶片 300 瓶、灾
后防疫宣传手册 2万本，共处理
消毒面积 8万多平方米。

志愿者给力，
醴陵两馆重新开放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通讯员/李茂春

株洲日报讯 近日，我市多地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设施因洪灾受损严重。日前各
地力量积极支援灾区，有些地方已恢复正常。

7 月 9 日凌晨，渌江水位超过 1954 年的
历史最高水位，淹没了位于醴陵市状元洲的
文化馆和图书馆一楼，水深达 1.6米，等到洪
水退去时，还在两馆留下了 15 厘米的淤泥，
在 20多名文化志愿者的帮助下，两馆基本完
成清淤工作，并进行了消毒，于 7 月 11 日正
常向群众免费开放。

7 月 8 日以来，酒仙湖景区景观大道、环
湖游道、寒坡坳码头等地出现 50 多次塌方。
目前，景区内的 50 多处塌方已基本处理完
毕，道路已重新疏通，水电、船舶也将恢复、
修缮完毕，并将于 7月 25日如期开园。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张峻

株洲日报讯 洪水过
后，防病防疫十分关键。7月
14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近期极易发生各类传染
病疫情，特别是肠道传染病
和自然疫源性疾病疫情的
暴发流行，要加以防范。

“洪灾发生后，由于供水
系统毁损、居住条件受到破
坏、人群与病媒生物的接触机
会增多、人口流动性加大等，

引发某种传染病发生的风险
增大。”市疾控中心主任龙术国
介绍，洪水退去后一周左右，可
能是传染病暴发的高峰期。因
为洪涝灾害期间，动物尸体腐
烂、食物变质、粪便污染等，使
水源受到严重污染，蚊蝇、蟑
螂的活动范围扩大，而受灾群
众的暂时居住条件不足，加上
劳累、心理等因素，容易患病。

龙术国提醒，受灾后的
饮水、食物、居民安置点、群
众卫生行为习惯等，是灾后
防止疫病发生的重要环节。

日前，暴涨的江水淹没了湘江风光带，退水后的路面淤
泥成堆。7月 13日，市政府办机关 50余名党员干部自发来到
这里开展“扫障碍、清淤泥、畅通道”活动，经过3个小时的奋
战，河西湘江风光带一桥至四桥段，近2000米的沥青路面又恢
复了美丽容颜。 株洲日报记者 陈正明 通讯员/李勇谕 摄

7月 14日，在石峰区白石港下河街，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晚报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和石峰区人武部民兵 30 余人一
起，继续清理居民家中的淤泥。 株洲日报记者 刘震 摄

7 月 13 日一大早，三门镇上节街社区的老街上，天元
区委、区政府机关干部以及闻讯而来的志愿者和当地群
众 200 余人，齐心协力为洪水退去留下满目污泥的老街

“洗澡”。 株洲日报记者 胡乐 谭清云 摄

云龙灾后防疫工作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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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易发生哪些疫病？
龙术国介绍，受灾后，市

民需要预防以下四种疫病：
一是肠道传染病，如霍乱、细
菌性痢疾、甲型病毒性肝炎、
伤寒、副伤寒等；二是自然疫
源性疾病，如钩端螺旋体、流
行性出血热等；三是虫媒传
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疟
疾；四是接触性传染病，如红
眼病、皮炎等。
◆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当前正是登革热高发
季节，易导致蚊虫孳生，一
周左右蚊虫密度将会快速
升高。”龙术国建议，居民要

及时清理室内外及周边环
境的垃圾和积水，使用氯氰
菊酯类灭蚊药杀灭成蚊。

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龙术国建议，首先要做好饮
用水源保护；对带菌者进行
隔离治疗与预防性服药；对
厕所和病人呕吐物、地面、衣
物等进行严格消毒；不吃腐败
变质的食品、不吃淹死的家禽
家畜，不吃霉烂变质的粮食，
不使用污水洗瓜果、碗筷等；
洪水退后，水淹地区的村庄和
住户必须进行彻底的室内外
环境清理，做到洪水退到哪
里，环境清理就搞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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