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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受高空槽东移以及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我市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大后天降水逐步减弱。具体预报如下：15日：雷阵雨转暴雨，偏南风1～2级，26～29℃；16日：大雨转中雨，偏南风1～2级，23～28℃；17日：小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22～30℃。今天相对湿度：80～100%。

红旗飘扬在救灾一线
我们在一起

“你已经十日十夜没回了，身上衣服
臭了没……”14日，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
村的斧头湖菜籽海防汛现场，村支书杨继
平的妻子打来电话，语气里夹杂着责怪和
心疼。

自从3日晚特大暴雨袭击咸安，泉湖
村辖区内斧头湖水位逐天上涨，杨继平就
没下过防汛一线了。这里，关系着泉湖大
垸里的近万亩鱼池、莲藕和农田。

菜籽海堤坝长约1800米，杨继平已记
不清到底走了多少个来回。6日晚上11时

许，他在巡堤的时候发现，有一段内堤忽
然下陷了15公分，一眨眼功夫就向两边扩
散了三四十米。天上还在下雨，堤岸随时
有垮塌的可能。“快点上堤，塌方了！”他连
忙打电话通知劳力上堤护坝。

事态紧急，杨继平和值守副镇长朱鲲
迅速组织100余人上堤护坝，打桩托运沙
袋进行加固。连续高强度的抢险一直持
续到7日中午12时，堤坝的情况才稳住。

像这样的抢险，这些天来不断。杨继
平的心一直揪得紧紧的。8日起，斧头湖

水位连续5天超过23.9米，距离保证水位
仅仅只有几厘米，不少村民家中的精养鱼
池和藕田都淹了，情况十分危急。

其实，杨继平家中的50亩莲藕淹了35
亩，5亩鱼池也在洪水的冲击下溃了口，直
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万元，这几乎占到了
他家全年收入的80%。妻子已打来好多次
电话要他想办法了。

杨继平何尝不想回家，可是他说：“我
是支书，我带头百姓才能安心”。

官埠桥镇境内有斧头湖、向阳湖、横

沟河部分堤段，防汛压力巨大。十天十
夜，该镇镇村干部像杨继平一样，坚守在
抗洪一线，尽全力抢保民堤。

在向阳湖围垸值守的官埠桥镇副镇
长魏国君，感冒发烧，在乡镇卫生院吊了
两瓶吊瓶后，又坚持回到堤坝上巡查；

该镇女干部程红、陈莹，顾不上家中
年幼的孩子哭着要妈妈，连续十天奋战在
一线……

“有了这些干部，汛情再大，我们都不
怕！”泉湖村村民鄢苍松说。

“灾难来临，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熊琦 汪中昌

自遭遇特大降雨以来，嘉鱼潘家湾镇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抗
洪抢险，谱写着一曲曲感人的赞歌。潘家
湾镇畈湖村主任孙云武便是其中一位。

2日上午11时，正在医院照料重病妻
子的孙云武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谷洲围
堤参加抗洪抢险。

灾情就是命令！简单安顿好妻子后，
孙云武迅速赶到谷洲围堤险情处，和事先
到达的同事们一起设置隔离带，疏散围观
群众，排查垸内房屋和留守人口。

7日晚上10时，谷洲垸内出现崩坡险
情，严重威胁垸内群众生命安全。冒着大
雨，孙云武和同事们一道开展拉网式搜查，
一个小时成功转移40多名村民。

由于连续几天大雨，畈湖村发生了严
重内涝，孙云武家的农田被淹，邻居通知他
回家抢收农作物，他却说，谷洲垸内群众的
生命安全更重要，继续坚持在一线参加抗
洪抢险救灾。

孙云武在这边忙碌，无暇顾及就在不
远处的家，大水淹没房屋1米多深，屋内的

农机和家具均遭到损坏。
“作为一名干部，灾难来临，我只能舍

小家顾大家。”孙云武说。
8日，降雨虽然停止，但长江水位仍然

上涨到30.74米，已连续4天超过保证水
位。孙云武已经在谷洲围堤防汛指挥部值
守了6天6夜。

期间，孙云武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告
诉他妻子的病情。“灾情还未结束，后续工
作还很繁重。”电话中，孙云武充满愧疚地
再三叮嘱女儿照顾好妻子。

妻子胡水珍非常理解，她对孙云武说：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没时间来照顾我不要
紧，能够保护好大家的安全就好。”

“我是支书，我带头百姓才能安心”
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刘政华 胡春丽

“党的政策这么好，我们自己更要加
把劲，把这些树苗扶正栽好。这可是‘摇
钱树’，我们都指着它脱贫致富呢。”昨日，
在通城四庄乡小井村，该村一组贫困妇女
龚美华和20多户贫困户一起，整理被持续
暴雨袭击的油茶基地。

“新一轮降雨就要到来，我们要加把
劲啊！”另一名村民说。

小井村油茶基地是全国性的油茶示
范基地，也是四庄乡精准扶贫产业扶贫的
大项目，共吸纳附近贫困户20多户，是村
民们产业脱贫的希望所在。

7月初的持续强降雨，导致油茶基地
里积水严重，水土流失，造成部分茶树倒
伏。看到心中的“摇钱树”遭了灾，大家又

心疼又着急。
9日雨水一停，20多户贫困户就自发

组织起来，深挖排水沟，清除沟内的青草、
落叶，排尽基地内的积水。

积水尚未完全退尽，村民们又开始忙
着扶正、踏实歪斜或倒伏的油茶树，像宝
贝一样精心呵护，尽全力减少此次强降雨
带来的损失。

连日来的高温闷热天气，并没有阻挡
住村民们自救的步伐。村干部及20多户
贫困户顶烈日战酷暑，将茶园排水沟整修
一新，积水排尽。

目前，所有倒伏的茶树已经被扶正栽
好，重新焕发出生机，给贫困户们带来新
的希望。

“茶树喜湿但怕渍水，水灾后要抢先清
除茶园沟内浮泥，培在茶树根部，保持茶园
排水沟畅通……”13日，在赤壁市神山镇
大桥村种植大户魏明的茶园里，该市茶发
局的技术员正在指导灾后自救。

现场，只见该局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雷
该翔穿着胶鞋，一点一点地清除杂草，手把
手地教村民清沟排渍。

魏明的茶园有200多亩，这次洪灾有
60亩被淹，损失惨重。在关键时刻，赤壁
市茶发局不仅送来了技术，还送来了急需
的叶面肥等物资。

与魏明一样受灾的，还有大桥村的14
家茶场种植大户，他们都领取了茶发局免
费送来的叶面肥及技术资料。同时，茶发

局技术人员一行4人分赴大桥村受灾茶
园，指导灾后自救工作。

据统计，该局当天发放救灾生产物资
叶面肥10件60桶，共计7万余元，发放技
术资料50份。

此次洪灾，赤壁市茶园受灾严重。市
茶发局迅速成立救灾专班，第一时间与茶
农联系，摸清灾情，稳定人心；及时到受灾
严重的乡镇现场指导灾后自救，救灾物资
更是源源不断地送到茶农手中。

到目前为止，该局已印发灾后补救技
术资料200余份，发放营养钵良种茶苗10
万余株，喷施宝叶面肥60件、价值45万元，
为下一步夏秋茶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有
效减少了灾害损失。

14日，在崇阳县桂花泉镇沈家山，一
捆捆螺纹钢遍布山脚下，数十名工人将螺
纹钢搬运至滑坡体，一旁的挖机正轰隆隆
地清理杂物。

现场指挥长刘任远指着山体裂缝说：
“累计800根螺纹钢将并排钉入滑波体下
缘，阻止滑坡体继续下滑。”

3日开始的暴雨，导致该镇官庄村4组
沈家山一处山体裂开一道几十米的口子，
一旁的水泥泄洪渠断成几节，存在整体坍
塌的危险。

4日清早，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协光
赶赴现场，与省地质局第四地质大队研判
商谈应急治理方案；桂花泉镇派出所在沈
家山居民房屋附近拉起了警戒线。

一边会同国土局，制定抢险方案；一边

划定危险区，制定山脚下6户26人紧急转
移安置方案。除了按标准发放紧急转移安
置费用，还将团省委捐赠的价值3万余元
的钱、物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日下午，安排镇干部12人、村干部3
人、国土所2人日夜值守，巡查山体情况，
发现险情后及时向镇办公室报告。

13日，经省市县国土部门领导、相关
专家和技术人员实地勘测，沈家山山体破
坏初步认定为大型滑坡。

“现在险情已经排除，主要是迎战下一
轮暴风雨！”头天12点才歇口气的刘任远，
第二天6点多再次赶到沈家山修复现场。

该镇已提前对危险区域濒临倒塌的
15间危房进行除险，目前正对沈家山山体
裂缝进行应急处理，确保安全。

筑牢山体迎风雨
记者 王凡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汤伟

“我们是县防汛指挥部，要紧急调拨粗
砂和石头作为防汛抢险物资运往乡镇，请
予以配合。”11日，湖北粤港贸易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帮鸿收到指令之后，赶忙组织人
力、车辆、砂石。

连日来的强降雨，嘉鱼县吹响了防汛
抗洪“集结号”。在防汛的关键时刻，湖北
粤港贸易有限公司“舍小家、为大家”，加入
到抗洪队伍，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企业的高
度社会责任感，在当地传为佳话。

2日，位于新街镇马鞍山村的湖北粤
港贸易有限公司被突如其来的几场大雨
“袭击”，货物堆场里面内涝成灾，变成一片
汪洋，水位高至4米多。

截止6日上午8点，企业内涝远远没有
退去，刘帮鸿站在雨中，指挥着公司员工抢

搬物资，组织自救。
正当这个时候，县防汛指挥部打来电

话，要紧急调拨该企业的粗砂和石头，作为
防汛抢险物资运往各乡镇。

接到通知后，刘帮鸿放下企业的自救
工作，迅速召集员工，进行安排部署，第一
时间成立了由20辆货车、40位劳力组成的
“粤港”防汛抗灾突击队。

7日一大早，该企业的20辆货车陆续
出发，不间断地向簰州湾镇运送防汛物资，
目前已运送粗砂300吨。

“你们企业也是这次洪灾中的受害者，
为什么放弃自救助抗灾？”面对这样的问
题，刘帮鸿表示：“有大家才会有小家。只
要县里有需要，我们将持续提供有效的后
勤服务，支持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

大灾面前显担当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皮道琦

自发救护油茶树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皮青松

技术指导到茶园
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洪华敏 汪仁敏

程良胜在赤壁指导防汛时强调

严明防汛工作纪律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讯员蒋扬眉报道：13日

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到赤壁市检查指导
防汛工作。市政协副主席、赤壁市防汛抗旱副督查长
尤晋参加。

程良胜一行先后察看了连江支堤、柳山湖大堤、长
江赤壁干堤、黄盖湖干堤、陆水河黄龙民堤等地的防汛
措施落实和隐患险情处置情况，走访慰问了战斗在防
汛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

程良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平安度汛这个总
体目标，加强组织领导，注重统筹协调，严明工作纪律，
确保防汛抢险工作有力有效开展。要通过责任落实到
位、队伍组建到位、物资储备到位、预案完善到位，切实
把具体防汛责任落实到各镇村、各包保单位、各重要地
段，细化到每个堤段、每处险点，充分发挥“党旗插在大
堤上，支部建在哨所里，党员走在前列”的先锋模范作
用。要严格落实防汛值守制度、24小时值班制度、信
息报送制度、外出备案制度，保持通讯畅通。

程良胜强调，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既要做抵御灾害的斗士，又要
做维护纪律的卫士，在防汛救灾中加强纪律巡察力度，
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对违反防汛纪律、贻误战机、贪污
挪用防汛救灾物资的要依纪依规严肃查处。

支部建在江堤上
13日，咸安区汀泗桥镇四邑公堤防汛

指挥部为“铁军党小组和先发党小组”授
旗。随后，这些党员突击队迎着小雨，开始
新一轮堤脚拉网式巡查。

据介绍，该区四邑公堤防汛指挥部坚
持把党支部建立在江堤哨所，在每个乡镇
指挥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摄

赤壁严防长江沿线干堤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员贺祖

清报道：连日来，记者在赤壁防汛一线看到，为迎战新
一轮强降雨，赤壁市全市正积极备战。

12日，赤壁市委书记、市防指政委江斌专门组织
召开防汛工作会，专题研究下一轮强降雨的应对措施。

13日，赤壁紧急从市直各单位抽调党员干部，组
成552人的防汛突击队，赶赴赤马港、余家桥、黄盖湖
等乡镇，协助地方政府严守长江沿线干堤和重要水
库。同时，赤壁市纪委抽调专人组成巡察组，分别深入
14个乡镇办进行防汛抗灾纪律巡查，确保党员干部以
优良的纪律积极投入到防汛抗洪救灾战斗中。

目前，该市70公里的长江大堤、连江支堤上，分布
着6个防汛分指挥部，每个指挥部坐镇两名县级领
导。48个防汛哨所昼夜监测着水情汛情，48个临时党
支部带领36支抢险突击队和4000多名党员群众一起
巡堤查险，没有一丝懈怠。

洪灾中的考验
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熊铁山 聂莉

11日上午11点，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接
到嘉鱼县高铁岭镇人武部通知：陆溪镇珍湖围堤出现
重大险情，有多处管涌出现，请该公司迅速组织一支
20余人的防汛突击队，赶至陆溪珍湖抢险。

接到通知后，该公司副总经理林贤华火速从生产
线、安保线抽调20名精兵强将，安排公司安保中心主
任蒋励铨为防汛突击队队长，一同赶赴现场。

灾情就是命令。11时47分，由蒋励铨带队的20
名突击队员与高铁岭镇民兵应急队赶至陆溪镇珍湖
围堤，在县人武部的统一指挥下，迅速开始抢险工
作。搬运沙袋、块石填堵管涌，一直干到晚上10点完
成了抢险，成功堵截住了管涌洞口。

“虽然我们大多都不是嘉鱼人，但作为嘉鱼的工
业龙头企业，能为嘉鱼的防汛工作出一份力，我们义
不容辞。”蒋励铨坚定地说。

大幕乡妥善处置地质灾害险情
本报讯 记者张敏、特约记者李旻媛、通讯员陈会

珍报道：“险情区域内的15户48名群众，已经全部转移
并妥善安置，并落实了生活补助。”昨日，在咸安区大幕
乡大幕村四组舒家湾，乡党委书记唐德文介绍。

6日上午，大幕乡大幕村网格员巡查时发现组级
公路有长达40余米裂缝，并有扩大的趋势。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妥善处理，确保群众安全。

经省国土专家实地查看，认为滑坡体已经基本形
成，随时有大面积滑坡可能，滑坡量预估可达一百余万
土方，滑坡时间尚无法预测。

该乡迅速采取四条措施加强应对，即加强宣传工
作，动员群众全面撤离；加强地质监测，安排人员24小
时值守监测；加强撤离保障，对撤离群众给予生活补
贴；加强责任落实，实行党委包保制度，对摸底排查出
的群众进行包保，防止撤离人员返流。

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

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胡春雷，男，汉族，湖北咸安人，1968年3月生，省

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1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咸宁市委（县级）组织部
副科级组织员，咸宁地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咸宁
市委组织部组织员办公室主任，综合干部科科长、副
县级组织员，通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咸
安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区行
政学校校长。现任咸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正县）。拟任嘉鱼县副书
记、拟提名为嘉鱼县县长人选。

公示时间：2016年 7月 15日至 2016年 7月 21
日。公示期间，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短
信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德、
能、勤、绩、廉以及遵守组织人事纪律等方面的问题，
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实名举报，以
便调查核实。

来信请寄：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
心，邮政编码：437100；举报电话：0715-12380、
0715-8126110；短信举报号码：13971812380；举报
网站：http://www.xnzg.gov.cn（咸宁组工网）。

中共咸宁市委组织部
2016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