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新闻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柯常智 组稿：
叶勍 宋必龙

2016 年 7 月 15 日
星期五

CHIBI XINWEN

黄富清

3版

电话：
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党旗高扬在抗洪一线
—— 赤壁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全力抗洪救灾纪实
通讯员

7 月 3 日 8 时至 5 日 8 时，赤壁市普降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 10 个乡镇（办、
场）、165742 人受灾，2277 间房屋损毁，
紧急转移安置 26385 人，8145 人需要紧
急生活救助，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5.96
亿元。
面对特大洪涝灾害，赤壁市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把防汛救灾当作“战场”、
“考场”，以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的实际成
果检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迅速行
动，冲锋在前，同心协力为党旗增辉添彩。

快速反应，靠前指挥
自进入汛期，特别是 7 月 3 日第 4 轮
强降雨以来，赤壁市委、市政府快速反应，
果断决策，周密部署，全力投入抗洪救
灾。先后 8 次召开防洪救灾专题会、会商
会、电话会，分析研判、谋划部署防汛救灾
工作；成立了“一办八组”，建立起联络专
线、电话会议、应急临时通讯系统等现代
化指挥系统，督促 25 个分指挥部各负其
责、科学调度。

该市
“四大家”领导、各防汛指挥分部
指挥长全面沉到一线察看水情灾情，现场
指挥防洪救灾，及时处置地质灾害隐患。
防指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办全面进入防
汛抢险战时状态。
4 日 7 时，赤壁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
响应，8 时 30 分紧急升级为二级响应。
全市 1800 多名党员干部、80 家责任单
位、3000 多名群众闻汛而动，对长江干
堤、连江支堤、民堤民垸和 202 座小水库
和高帮塘、126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 24
小时巡查监控，并连夜深入城区组织内涝
区域开展救援，先后投入武警、消防和抢
险突击队员 150 名，紧急调用专用车辆 6
台、冲锋舟 10 艘、橡皮艇 2 艘，转移被困
群众 221 名。
市直各单位党委（党组）组织精干力
量分赴抗洪救灾一线，与当地干部群众一
起参与抗洪救灾，开展生产自救。住建局
党组全面启动城市防洪排涝应急措施，组
织党员干部开展排涝抢险作业；公安局党
组组织 70 余名警力，分赴城区重点路段
疏导交通；水利局、防汛办联合成立防汛
抢险应急技术指导组，分赴 14 个乡镇办
指导防汛应急抢险……
群众都说，抗洪救灾中，该市各级党
组织就是一个坚强战斗保垒，正团结带领
广大群众，科学应对水情灾情，最大限度

贺祖清
地降低了灾害损失。

不畏艰辛，率先垂范
面对洪涝灾害，该市党员领导干部奋
不顾身，冲锋在先，关键时刻充分体现了
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和责任担当。
灾情发生后，该市市委书记江斌，市
委副书记、市长李朝曙先后深入城区和新
店、赵李桥等险情、涝情、灾情比较严重的
地段实地察看，现场组织指挥抢险救援和
抗灾救灾工作，深夜督查干堤民垸巡险查
险值守工作；各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和科级
干部第一时间赶赴抗洪救灾一线，与人民
群众心连心，手牵手，共同抗击洪魔，勇当
人民群众抗洪救灾的主心骨。
来势汹汹的山洪给赵李桥镇带来了
严重灾害，该镇党员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吃
同住在堤上，严密观察水情、水位，先后组
织转移群众 56 人；车埠镇针对民堤民垸
超过警戒水位 1.92 米，房屋被淹 49 户、倒
塌 23 户，近 3 万亩农田、鱼池受灾的严峻
形势，组织 270 多名党员干部坚守一线，
帮助群众救灾减灾、处置险情……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面对洪水灾害，赤壁市广大党员积极
行动，自发组成各类突击队、志愿队、应急

小分队，
奔赴抗洪救灾一线。
陆水湖办事处水浒城村党支部书记
赵平球连续三天坚守防汛岗位，在年迈多
病的父母因灾需要转移时，只是用电话通
知亲戚去帮忙，自己却义无反顾地去转移
村里的孤寡老人；赵李桥镇石人泉村党支
部书记周琴，凌晨 2 点冒雨组织村“两委”
干部挨家挨户敲醒沉睡中的村民，协助转
移受灾群众 20 多人；官塘驿镇黄沙村党
支部书记黄龙，不仅组织本村二组、七组
100 多名受灾群众安全转移，还将邻村 2
户被水围困的群众一并营救出来；赤马港
办事处砂子岭社区党总支书记方幼平面
对八、九、十组近千名群众被水围困的紧
急险情，一边组织党员干部转移群众，一
边电话向办事处党委汇报、向消防等部门
呼救，紧急调运桶面、矿泉水等救援物资，
确保受灾群众
“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
喝、有临时住所、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
党员余曙光在自家 3027 亩水稻受灾的情
况下，仍不忘帮助乡邻，免费为 50 余名受
灾转移群众提供吃住……
“防汛救灾宛如一块试金石，既彰显
了党员的先锋力量，又检验了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成果，牢固铸就了防汛的坚强防
线。”如今，在赤壁城乡，人们提起党员领
导干部在抗洪救灾工作中的表现，无不交
口称赞。

赤壁建 4 个临时安置点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李瑞丰报道：
“是村干部划着船
将我们救了出来。”7 月 8 日晚，赤壁市委书记、防指政委江
斌深夜看望黄龙小学临时安置点群众时，陆逊湖村 5 组居
民任庆华回想起当时被村干部紧急接到安置点的场景，充
满感激地说。
为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
时住所、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灾情发生后，赤壁市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在全市设置 4 个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该市民政部门先后调拨 50 余万元救灾物质，并
在第一时间送到受灾群众手上。
“这里真是暖心的‘避风港’啊，不仅吃穿住不愁，而且
吃药看病也有保障。”任庆华告诉笔者，自从被安置到黄龙
小学临时安置点后，他一家人都无时无处不在沐浴着党和
政府的关怀。

官塘驿林场

不等不靠抗灾自救
本报讯 通讯员汪忠亮报道：面对连续强降雨造成的
洪涝灾害，赤壁市官塘驿林场党委靠前指挥，科学应对，全
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为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生产生活稳定，
7 月 3 日晚，官塘驿林场党委书记余进率班子成员分别深入
密岩冲水库、荆羊公路山体滑坡点和红林山分场、梓家山
组等地，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了解灾情处置情况，慰问受灾
职工群众。
中心坪村和伴旗山村的 6 个村民小组、680 余人的生
活饮用水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恢复。该场党委一边向该
市防指写报告，一边安排村民预先抢挖沟渠，保证水管到
位就能立即铺设抢修；张家山组中稻田多处渍水严重，
班子成员迅速组织群众对遭受水渍的稻田和菜地进行挖
沟排水……一个不等不靠、抗灾自救的工作热潮正在该林
场形成。

万通缘国际旅行社

慰问江堤防汛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报道：7 月 10 日，万通缘国际旅
行社带着捐献的抗洪救灾物资，前往长江赤壁干堤慰问坚
守大堤的防汛人员。
日前，长江赤壁干堤水位居高不下，为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赤壁干堤防汛指挥部组织发动干部群众上堤巡
查值守，
护卫大堤安全。
为表达对防汛人员的感激之情，万通缘国际旅行社在
组织工作人员参与巡堤查险的同时，及时组织人员向赤壁
干堤防汛指挥部和各哨所值守人员免费送去饮用水，并捐
款 5 万元帮助受灾群众购买种子、化肥等生产物资，支持灾
后恢复生产。

乐为乡亲办实事
通讯员

军民携手

在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提起玄素洞村在党支部书记
卢祥民，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夸他是乐为乡亲办实事办好
事的好干部。
玄素洞村山地面积广，17 个村民小组较为分散，村民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依靠楠竹、用材林等自然资源，由于山
高路险，村级公路缺少硬化，使得村民生产生活出行十分
不便。
去年上任之初，卢祥民就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
所想，多方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先后投入 100 万元修
建村级、组级公路近 10 公里，大大改善了村民生活、生
产运输条件，降低了劳务成本，为村民的增产增收提供
了保障。
为有效治理村庄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卢祥民的第二
件大事就是，加快基础设施改造，不仅争取项目资金完成
了水电项目改造，解决了群众饮水难和电力不足问题，而
且筹资兴建了村党群服务中心，让群众有了活动场所，办
理一般行政事务不再出村。
“为乡亲们服务，解决他们的困难，是村‘两委’班子成
员的责任。”卢祥民不仅这样要求班子成员，而且坚持带头
实践，以多做好事、做实事，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安
居乐业。

护卫家园

7 月 12 日，赤壁消防大队官兵和柳山湖镇村民一起在黄花场大堤处置管涌
险情。
7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2 分，柳山湖镇腊里山村三组村民老王在柳山大堤黄花
场段巡查排险时，发现桩号 1+850 距堤脚 350 米处，有一个直径 20 公分的管涌，
以及 3 个小型清水漏洞，疑似管涌群。经防汛专家实地会诊，决定采用沙石封堵
的办法迅速进行处置。
图为消防官兵和群众正在铲运石子、搬泥土、扛沙袋，
对管涌进行处置。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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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撑起大责任
通讯员

摄

洪水中的巾帼力量
通讯员
7 月初，在赤壁抗洪救灾现场，到处
可见女党员、女干部的身影，她们以巾帼
不让须眉的豪气，发挥“半边天”作用，尽
显英雄本色。
7 月 2 日凌晨，一场暴雨突袭赵李桥
镇石人泉村，该村党支部书记周琴冒着暴
雨第一时间组织村“两委”干部赶赴受灾
村组，挨家挨户敲醒沉睡中的村民，对 20

袁野

贺祖清 曾露

多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东风闸出现险情，现在必须组织人
员转移。”7 月 4 日 20 时整，赤马港办事处
经济发展办主任刘条生向防汛指挥部汇
报完险情后，就立即踏着夜色奔赴群众被
困点，
引导受灾群众有序转移。
“我是镇防指部，情况紧急，请速组织
30 名党员和群众，赴新洲垸抢险。”7 月 6

日清早，黄盖湖铁山村党支部书记肖银珍
接到镇防汛指挥部电话后，亲率 30 余人
组成的志愿小分队，乘坐三轮车直赴新洲
垸，与小分队的男队员一起，冒雨灌沙袋、
扛沙包、筑堤坝，历经 9 个多小时的奋战，
终于控制住了新洲垸险情。
7 月 6 日一大清早，连续三天奋战在
抗洪一线的车埠镇党委组织委员周洁，就

又忙着为大堤防汛值守人员准备午餐，落
实后勤保障。
望着这群不惧危险，不辞辛劳，日夜
奋战在防汛抗灾一线的女党员、女干部，
群众打心里钦佩：在家里，她们是父母的
好女儿、丈夫的好妻子、子女的好母亲；在
单位，她们是领导的好下属、干部的好同
事、下属的好榜样！

贺祖清 黄云

“我是一名党员，需要多听听党的声音，身体不便不是
落后的理由。”去年来，赤壁市黄盖湖镇铁山村残疾人党员
王友元，风雨无阻，坚持摇着轮椅参加支部组织的每一期
主党日活动。
196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友元，是一个下肢瘫痪的
老党员，长期靠轮椅行走。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却于
平凡处彰显别样的伟大。
每次村支部以“六事联动”为主题的党日活动结束后，
王友元总是执意要参加党员志愿者“清洁家园”行动，用随
身带来的两只拐杖支撑身体，参加清扫活动。
熟悉的人都知道，王友元从小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
德，年轻时经常义务为村湾修桥补路，还曾不顾个人安危，
勇救落水群众。
“是党员就要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时刻把群众的冷
暖挂在心上，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每当人们看到他
行动不便，劝他少参加一点体力活动时，王友元总是坚定
地回答，以入党的初心执著前行，在防汛救灾、精准脱贫和
新农村建设中，
尽一份责任，
发一份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