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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未来三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阵性降水。具体预报如下：8日：多云,局部阵雨，偏南风1～2级，24～34℃；9日：多云,局部阵雨，偏东风1～2级，24～34℃；10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1～2级，25～34℃。今天相对湿度：70～90%。

市农科院

组织专家指导抗灾救灾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丁坤明、黄海红报道：

连日来的暴雨，致使我市大部分农作物严重受灾。4
日来，市农科院组织专家深入一线指导抗灾救灾。

该院成立了二个科技抗灾救灾工作小组。第一组
赴咸安、崇阳、通山等受灾严重的一线灾区查看灾情，
全力开展农业科技抗灾救灾工作。第二组到各自联系
的扶贫点、项目区及试验田查看灾情，组织抗灾救灾。

为做好科技抗灾救灾工作，保护全市农作物生产
安全，农业专家建议科技人员和农户要密切关注灾情
进展情况，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及时清沟排渍排涝，清
理残枝烂叶，能抢收的尽快抢收。专家提醒广大农户
灾后要及时做好补种换种及病虫害防治工作，将受灾
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决策，第一时间部署
6月30日以来，“疯梅”侵袭咸宁，造

成内涝外洪之势，给供电保电工作造成巨
大压力。一方面，各地供电设施严重受
损。到7日432个台区、23204个用户相
继停电。另一方面，防汛抗洪应急用电陡
增。沿江115个防汛值班哨所需要电源，
排洪、抢险、设安置点也要新增电源。

灾情就是命令，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市县两级应急指挥
中心24小时值守，公司各级领导带队到防
汛抗洪现场指挥，抢修突击队、特巡工作人
员奔赴一线。

公司要求，把排涝泵站供电放在首要
位置，做好防汛相关的哨所、水库、通讯、医
院等重要部位和重要客户可靠供电，确保
高铁、铁路等交通要道供电。做好有序停
复电，坚持水退到哪里，就将电送到哪里；
水涨到哪里，就将电停到哪里。

迎战“疯梅”的日子里，在咸宁有灾情

的地方，就有国网人的身影；有应急用电的
地方，就有牢靠的“光明防线”。

停电，第一时间抢复
“疯梅”侵袭的日子里，天天有大暴雨，

天天有大停电，天天有大抢修。
4日上午8时30分，咸安区10千伏西

河二回环城支线发生跳闸故障，1000多户
居民停电。20分钟后，检修分公司3名抢
修员冒雨赶到现场。

渍水太深，抢修员只好脱下绝缘鞋，赤
脚趟过膝盖深的污水，确定故障缘于一条
专变线路的树障后，决定进行解火作业。
一名抢修员顶着暴雨爬上7米高的电杆，剪
断专变分支线……10时20分，解火作业完
成，大面积停电不到两小时内恢复送电。

5日，咸宁高新区110千伏塘铁线40#
铁塔基础附近出现山体滑坡，威胁塔基安
全。公司立即组织抢险队伍冒雨抢修，对
倒塌杆塔重新定位、组立。泥泞的山路湿
滑杂乱，队员绝缘鞋上沾满厚重的泥土，工

作服被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20多个
小时的应急抢修后，主杆塔组立完成，塘铁
线供电得到保障，队员们一上车就睡着了。

犀通线、茶高线、茶港线……7天时间，
全市累计出动抢修人员511人次，抢修车辆
102台次。截止7日16时30分，10千伏线
路恢复17条次，恢复391个台区、19213个
用户，用户供电恢复率83%，剩下少数台
区、用户因待积水退后送电。

应急，第一时间保障
4日下午，通城青草岭水库溢洪道因滑

坡形成堰塞湖，县供电公司24小时提供应
急用电，保障县乡村三级抢险。5日晚20:
50，通山万家垄水库出现管涌，县供电公司
连夜进入库区，200千瓦发电机组凌晨安
装完毕，顺利开始排水。6日晚，咸安石塘
童水库发生管涌，危及下游村庄一千多人
生命安全，马桥供电所连夜增加电源，保障
4台25千瓦抽水泵运行，并为夜间抢险提
供照明……

赤壁、嘉鱼部分乡镇积水严重，急需增
装变压器，为增加的临时水泵供电。国网
咸宁公司紧急调动发电车的同时，紧急支
援变压器31台、容量7525千伏安，运抵簰
洲湾、潘湾、车埠等地，并连夜安装。6日，
嘉鱼供电公司渡普供电所对东湖围堤架设
9.8公里照明线路，7日12时通电。

3日起，我市境内长江水位超警戒线，
嘉鱼、赤壁两县市沿江115个防汛值班哨
所启用，需要电力部门提供照明供电。咸
宁供电公司紧急调集护套线12万米、电杆
123根，送往嘉鱼、赤壁，同时组织突击队
员快速栽杆架线。4日，赤壁18个沿江哨
所、嘉鱼97个哨所全部通电。

供电人用一辆辆“黄皮卡”、一顶顶“蓝
帐篷”、一队队“红马甲”搭起长江堤上的

“第116号哨所”、“第117号哨所”……雨
夜里，一处处灯火通明的哨所，象一个个负
责尽责的“光明使者”，守卫着江堤安全、江
水安澜。 （相关报道见六版）

用责任守护“光明防线”
——国网咸宁供电公司防汛抗洪保电纪实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谌胜蓝 刘明凯 符珉

温暖送到心坎上
记者 程慧 通讯员 张远杰 焦三华 李芳

“县政协送来的救助金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洪水
虽无情，但这份支持却让我重拾信心。”5日，在受灾的
西瓜地旁，通山县杨芳林乡株林村二组党员张新炎说。

64岁的张新炎退休后开始种西瓜，日前马上就可
售卖的60亩西瓜被暴雨毁了，但他对未来却不迷茫。

“待雨过天晴把西瓜苗全部清除，种上玉米，力争
下一次丰收。”张新炎充满信心地说。

在株林村，得到受灾救助的党员不仅张新炎一
人。十组党员谢少甫，养殖的一池龙虾在此次洪灾中
损失殆尽，县政协干部职工了解情况后，为他送去救助
金，支持其购买龙虾苗。

自灾情发生以来，通山县政协干部职工结合“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分赴驻点村慰问受灾党员，截至日前
解决灾情等各种疑难问题13个，为灾民争取救灾及发
放灾情救助金2万余元。

市民政局

救灾专班深入一线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骆名进报道：7日上

午，市民政局召开抗灾救灾专题会议，决定按照已启动
的咸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Ⅱ级响应有关要求，组建
六个抗灾救灾工作专班，由局党组成员带队深入灾区
一线参加抗灾救已灾工作。

该局派出干部职工到达县（市、区）后，帮助基层开
展灾情收集、整理、核查、上报，指导开展抗灾救灾，慰
问受灾困难群众、看望受灾农村福利院院民。同时，要
求深入灾区一线参加抗灾救灾的干部职工要遵守各项
规定和纪律，不给当地增负担、不为当地添“麻烦”，食
宿费用全部自理，否则追究责任。

市城管局

女子防汛突击队显身手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杨坤报道：本轮暴雨

袭击中，市城管执法局女子防汛突击队冒雨奋战一线，
确保了城区垃圾清运和清淤工作顺利进行。

5日凌晨，城区洪水刚退去，为迅速清除暴雨冲刷
的垃圾，清除积水路段的淤泥，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后勤
及收费执法的女同志组建女子防汛突击队上街清淤。

暴雨袭击中的城区，遍地是垃圾和淤泥。防汛女
子突击队成员穿着雨衣，拿着扫帚深入各重点路段开
展清扫工作，一干就是一天，雨水和汗水夹杂在一起，
每名队员浑身都湿透了。

据介绍，在这轮清扫“战役”中，该处100多名女同
志与全系统干部职工都奋战在最前线，确保了城区环
境卫生秩序尽快恢复正常。

安置点里很舒心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李辉 陈晨

“滕婆婆，快过来趁热吃早餐吧。这几天你就在这
安心住着，等险情排除了，我们就送你回家。”7日早上
7时许，通城县四庄乡大溪小学村民集中安置点，乡政
府值班干部吴初雄拉着滕自员婆婆的手，耐心劝解。

4日下午，四庄乡青草岭水库溢洪道出口陡坡段
出现山体滑坡后，四庄乡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安排乡、村
干部紧急转移居住在水库下游的大溪村41名群众，其
中24名被集中安置在大溪小学。

为保障转移群众正常生活，该乡政府在安置点安
排了专人买菜、挑水、烧饭，做好后勤服务。并派乡、村
干部坚持24小时轮流值守，做好群众安抚，让安置点
的灾民住得舒心、住得安心。

据悉，该乡目前正全力配合县直各部门单位，加快
排险抢修进程，确保灾区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

7 日，嘉鱼簰洲湾镇上横堤 75 岁的村
民余龙兵等12人在江堤上巡查，老余一行
承担的是刘家堤村江段 2 公里的巡防任
务。大雨过后，烈日当顶，巡堤的村民冒着
高温和潮湿每天按时做着除杂草、清沟、看
散浸等工作，两班轮岗，24小时坚守，确保
大堤安全。

记 者 张大乐 夏正锋
通讯员 刘爽 摄

大堤守护神

省卫计委领导来赤壁检查时要求

打赢救灾防病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叶小娟、刘纯报道：6

日晚，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带领有关处室专家一行冒
雨来到赤壁市检查督导抗洪救灾和疫病防控工作。副
市长镇方松陪同。

杨云彦一行深入赤壁市中医院和城镇社区，实地
查看洪灾损失和灾后防病工作开展情况，并到灾区安
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听取卫计部门抗洪救灾防病
工作汇报。

杨云彦充分肯定了该市“水退人进”、“清淤到哪里
就消杀到哪里”等救灾防病经验。对赤壁市下阶段卫
生防疫、环境消杀、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教育等工作，要
求卫计部门克服自身困难，切实履行职责，按照省卫计
委的统一部署，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周密部
署、积极应对，加强对受灾地区灾后消杀工作的指导，
确保及时、科学、高效，坚决打赢救灾防病攻坚战。

6日下午，一位老婆婆步履蹒跚地走
进赤壁市赤马港中学，焦急地问：“我和老
伴、三个孙子，还有怀着身孕的儿媳现在
都没地方住，能不能帮忙给提供方便？”

“老人家，您别急，慢慢说。”
正在忙着清点物资的安置点负责人

钱继红停下手头工作，请老太太坐下。
老太太叫袁小星，今年60岁，是赤马

港社区二组的居民。4日下午，特大暴雨
导致她家房屋全部被淹，祖孙三代人被紧
急转移后来到了城区。

袁小星说，一大家子人在城区没有亲
戚可以投靠，无奈之下只能住进了宾馆。
而住在宾馆每天需一百多块钱，开销实在
太大。

“您莫急，这个安置点是学校的学生
宿舍，床铺多，被子什么的民政局会提
供。一日三餐会有免费盒饭提供，你让家
人一起过来就可以啦！”钱继红一边宽慰
老人，一边带她去看床铺。

钱继红是赤马港中学常务副校长。
她告诉记者，目前学校的男老师和党员干
部已驻守在抗洪第一线，她是从一线临时
抽调回来负责安置点工作的。

“三天时间，我们这里集中安置了60
名群众，主要是赤马港社区三组、六组的
受灾村民和廉租房的受灾住户。”钱继红
说。

记者看到，每间宿舍里，除了提供矿
泉水之外，还有风扇、蚊香，一些孩子围坐

在一起玩游戏，大人们相互感慨着洪水来
时的惊险，商量着洪水退去后的生计。

张青禾已在安置点住了两天。他说：
“通往我家的路被冲毁了，这里成了我们
临时的家。真得感谢政府，替我们想得如
此周到，不仅管吃管喝管住，还免费提供
热水。今天上午还有医生来帮我们检查
身体。”

他回忆称，4日晚雨越下越大，水也越
涨越高，水进了房子后，很快就涨到了膝
盖以上，幸好武警战士们带来了皮划艇，
把我们转移出来。

一直在旁协助钱继红的是赤壁市民
政局安置股股长黄龙，据他介绍，赤壁市
民政部门在5日和6日已运了三十箱水，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八宝粥等也按人数
分发到安置点每位受灾群众手中。

黄龙说，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较多，
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生活，不仅要保证受灾
群众有干净水喝、有饭吃、有房住，更要保
证没有疫病。

“这里吃喝不愁，早晚还有热水供应，
在这里受到的照顾如同在家，我们很感
激。”赤马港社区六组组长张新洲把他的
感激之情化作了主动帮安置点维持起秩
序的热情。

“虽说家里什么都没了，但是人还在
就不怕，灾后我们还要自力更生重建家
园。”张新洲的话语间充满了战胜洪灾的
信心。

昨日，连日暴雨初霁，一早接到报告，
斧头湖龙王庙段出现了散浸险情，记者急
忙赶往现场。

艰难踩过一路泥泞后看到，龙王庙
段，上10名打着赤膊，仅穿三角短裤的汉
子泡在水中，于浩淼的湖面中很是显眼，
他们一个沙袋一个沙袋，熟练地往水里
堆，两个小时左右，水中就长起了一个小
小的围堰，围堰的中心就是散浸处。

此处散浸是早上8时被发现的，在做
了应急处理后，下午，这群汉子就跳进了
湖里开始堵散浸，用来堵散浸的沙袋是从
不远处用小渔船运过来的，那里集聚着几
十位村民，他们负责将沙土装进袋中。其
中一位70岁的老爷爷说，湖下面就是我们
自家的鱼塘和藕塘，为了自家不遭灾，我
们也要争着上防汛抗洪第一线，何况，村
里的党员干部们早都带头站在第一线。

散浸处，光着身子站在湖水中都是泉
湖村里的几名党员干部，“这个时候，党员
干部不带头，还叫党员干部？”一位泡在水
中，脸上满是湖水和汗水的村组长跟记者
说。

在等待船只运送沙袋的间隙，汉子们
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晚上连小酒都不敢喝
了，一看到下雨就心焦，夜里总睡不了一
个安稳觉，村里的党员干部们24小时轮流
巡堤，一个小时换一班岗，毕竟是几公里
的堤岸啊！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党和人民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下午5时，随着一袋袋沙土倾倒进散
浸中心，斧头湖龙王庙段散浸处置工作进
入尾声。

“请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这些基层
党员干部在，这段大堤一定能够平稳度过
这个汛期。”汉子们在水中挥舞双手告别。

身有所栖心有所安
——赤壁赤马港中学集中安置点见闻

记者 朱哲 见习记者 马丽娅 吴钰 特约记者 童金健

于无声处堵散浸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旻媛 通讯员 吴涛

7日，在嘉鱼县谷州垸堤老官咀段的
管涌处，看到已经不再冒水了，潘家湾镇
老官咀村支书赵守仁长松了一口气。

前日，一听到值班人员汇报说老官咀
段发生管涌，赵守仁立马召集村民，加固
排险。

村民们本来大多在家里想办法排水
自救，接到大堤有危险的通知后，都赶紧
放下手中的事，离家来到长江大堤外的谷
洲围垸民堤上。

“堤内是自己的家园，保卫大堤，就是
保卫自己！”一名村民说道。民堤上的村
民们，和他抱着同样的信念。

赵守仁介绍，发生管涌的地点是一个
水池处，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管涌，这次由
于连续降雨，村里地势低，内涝严重导致
复发。

发生管涌后，赵守仁立即组织村里劳

力，对其进行筑堤、抽水倒压，着力排除管
涌险情。

据介绍，谷洲垸堤有9公里多长，与四
邑公堤之间形成了围垸，内里是2万多亩
良田。6日上午，长江水位已超过民堤保
证水位，有漫堤危险。另外，在该垸上游
往下2公里处，民堤出现了管涌和散浸现
象。由于汛情较重，该镇动员 7个村的
500余名村民上堤排险。

嘉鱼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要求
负责防守的潘家湾镇迅速采取得力措施，
合理处置好管涌，确保堤坝安全；同时，鉴
于当前外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民堤民垸
面临着巨大的防守压力，要及时疏散垸内
抢收农作物的群众，避免出现意外；进一
步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增加巡查频率，发
现险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民生命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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