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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共护江河保安澜
二级应急响应下赤壁防汛一线见闻
文/图

吕蓉 黄富清

7 月 11 日，赤壁市仍有 25 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陆水水库泄洪量为 500 立方米每秒。
外洪、内涝、泄洪的三重夹击下，当天 16 时赤壁市防汛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与当地群众一起共同
奋战，组成了迎战雨情汛情的强大力量，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奋力夺取防汛
抢险的全面胜利。
7 月 13 日、14 日，笔者从赤壁城区出发，一路探访，经长江赤壁干堤、黄龙大堤、车埠连江
支堤、柳山大堤、黄盖湖长江干堤回到城区，追踪闪耀在堤防的星光，聆听
“吹哨人”
的回音……

让
“哨音”
落地有声
夜 渐 深 ，长 江 畔 虫 鸣 渐 弱 。
堤背不远民房中的灯光渐次暗下
去。
22：43 分。在长江赤壁干堤
11 号哨所责任堤段，七束灯光在
护堤林中闪耀。
“查险频率高了，人力多了。”
赤壁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后，11 号哨所哨长雷贤武感受到
了防汛任务的紧迫。
横 向 500 米、纵 向 1150 米 ，

两个多小时的巡查回到哨所后，
76 岁的胡兴立老人丝毫没有倦
意，为 11 号哨所防汛人员分析刚
刚巡堤查险情况。
“原来都是老百姓先上，现在
都是党员干部先上。防了一辈子
汛了，
我更有经验更加要上。
”
胡兴
立是赤壁镇石头口村人，参加过
1998 年抗洪抢险。担心驻守哨所
的市直单位年轻党员干部未涉农
事不了堤情，老人年年汛期都上

堤，
为他们讲解往年出现险情的地
段和不同险情不同处置方法。
魏尚春也巡完一班堤回到 11
号哨所。63 岁的魏尚春，他有双
重身份：赤壁市政协委员、赤壁镇
石头口村扶贫干事。
魏尚春带着 25 位石头口村
民驻守到 11 号哨所，大部分还经
历了 98 抗洪，在巡堤查险中能及
时准确发“哨音”，这让哨长雷贤
武心里踏实了许多。

长江赤壁干堤日夜开展巡堤查险

以我无眠换你安枕
7 月 14 日凌晨 1：00，密密灯
场勘查判断，该险情为白蚁巢穴
光布遍黄龙大堤。在双合垸桩号
引起的堤身塌陷。
10+500 附近一处水洼中，晃动着
今夜，毕其安谨慎又谨慎，带
5 个身影——双合垸劈精指挥部
着值守人员堤上堤下巡查，不敢
1 号哨所临时党支部书记毕其安，
一丝懈怠。
带着 1 位村民和 3 位值守人员在
“有水的地方是排查散浸的
排查散浸。
重点，尤其是夜晚不易发现。”毕
白天，黄龙大堤四清垸枫潭
其安告诉记者，当地村民熟悉地
堤段巡堤人员发现一处堤身塌陷
形发险情，在查险中起重要作用，
险情，经 100 余人近 4 小时奋战， “他们就像‘吹哨人’，让我们掌握
险情得以有效处置。水利专家现
排查重点，有备无患。
”

绍，
该哨所责任堤段长 2.5 公里，
其
中包含一处穿堤建筑腊里山闸和
地面的两个地质钻孔。
为及时发现险情，做好应对
工作，1 号哨所每天组织 60 名劳
动力，每班 30 人，24 小时不间断
巡查。
“一天 24 小时我们就要不停

稻。不料，由于烂泥太深，收割机
罢了工。组长魏守鹏闻讯，放下
自家 300 亩待抢收的早稻，开着
收割机赶来增援。
“早稻谷粒倒伏在泥水中会
发芽，不及时抢收就会绝收，要尽
快 抢 收 ”。 金 刚 介 绍 ，梅 湖 村 有
3000 多亩早稻田正处成熟期，倒
伏的早稻是看得见的损失，已经
出苗的中稻经长期水泡，根系缺
氧腐烂，后期易发病虫害，这是看
不见的损失。

黄龙大堤及时排险

的轮班转。虽然辛苦点，但是看
到大堤这样安然无恙，我们就感
到欣慰。
”马晖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赤壁市
在防汛一线成立临时党组织 72
个，党员抗洪先锋队 65 支，党员
抢险突击队 119 支，共有 3185 名
党员奋战在防汛救灾第一线。
党旗飘扬在大堤

“8 月 2 号之前要把晚稻播下
去才不影响收成。”钱直荣说，近
期雨情较稳定，要抢抓晴好天气
开展农业生产自救，
“田地里的积
水要尽早排出去，瓜果蔬菜也要
抢收播种。”前期，赤壁农业农村
局已制定生产自救技术指导手
册，分发给农业合作社及农户。
此时，位于连江支堤上的梅
湖、五湖、老河三个泵站出水口浪
花飞溅，28 台机泵开足马力，飞速
运转进行排涝……

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指导梅湖村村民抢收抢种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赤壁全面做好防汛持久战准备
○ 通讯员

7 月 15 日，从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获悉，虽然长江洪峰刚过，但受上游、
中下游流域降水影响，上压下顶的态势
没变，防汛工作仍处于最吃紧最关键的
时刻。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副高
外围偏南气流和高空槽东移影响，预计
赤壁市未来三天还将出现多阵雨、短时
强降雨过程。面对严峻形势，赤壁市已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入汛以来，赤壁市高度重视抗洪抢
险救灾工作，组建 12 支抗洪抢险突击队
共 600 余人，随时听从指挥，随时准备投
身到抗洪抢险救灾最前沿，共同守护美
好家园。
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急救援保
障组组长刘新洲说，将按照要求坚决做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 报道：7 月 12 日，赤壁市应急
管理局调拨两车救援物资运抵茶庵岭镇、赤马港街道、中
伙铺镇、官塘驿镇等受灾乡镇、街道，确保受灾群众有饭
吃，有干净水喝。
由于近期持续的强降雨，赤壁市部分地域出现了内涝
等汛情，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损失，也给群众生活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汛情发生后，赤壁市应急管理局迅速制
定救灾核灾工作方案，积极开展救灾工作，同时启动救灾
物资保障机制，筹措采购救灾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全力
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据了解，当天累计发放救灾物资
矿泉水 1000 箱、方便面 1000 箱、火腿肠 300 箱、饼干 2000
袋、卤鸡蛋 2000 个。

赤壁科信局

坚守防汛
“一号哨所”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李行锋报道：连日来，面对严峻
的汛情，赤壁市科信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强化工作举
措，确保完成防汛任务。
该局第一时间按照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制定防
汛工作任务分解表，成立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组成防
汛值守小队和救援物资保障小队，值守黄盖湖长江干堤一
号哨所，
并负责全市汛期信息通讯保障工作。
在黄盖湖长江干堤一号哨所，值守小队在堤防 1500
米范围 24 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重点查勘堤脚有无散浸、
管涌、漏洞和水井有无翻沙、鼓水等隐患。同时，还组织 20
名劳力随时待命，确保及时清除堤防范围内杂草，处置堤
脚积水。
救援物资保障小队按照该市防指统一部署，组织电
信、移动、联通等通讯公司参与防汛，现已配备通讯应急车
6 辆、光缆故障测试仪 3 台、发电机 10 台以及应急抢修工
具、光缆、光猫等其他常规物资，为该市防汛抢险工作提供
坚实的通信保障。

保万亩农田安澜

驻堤近半个月，许多人都没
有回过家，风吹雨淋日晒虫咬都
没有退缩，护卫着江河安澜与万
家安宁。
离开黄龙大堤返回城区，在
陆水河城区段，一辆城管执法车
停在河岸，几名执法人员打着手
电来回巡查，防止市民在河边散
步发生意外。此刻，忙碌了一天
的人们应该已酣然入梦，喧闹的
城市更是一片安宁。

排涝抢收减损失
14日，
赤壁农业农村局产业股
股长钱直荣和农艺师金刚来到车
埠镇梅湖村指导村民抢收抢种。
看到农技人员下到田中，
周边农户
都围拢过来，
期待他们的技术指导。
“产量可观，可惜了……”钱
直荣下到早稻田中，摸着倒伏在
泥水中颗粒饱满的稻穗叹道。
这是梅湖村二组村民曾炳安
家 100 亩早稻田，受暴雨影响，部
分早稻出现倒伏。早晨，收割机
刚刚下田抢收部分未倒伏的早

积极调拨救援物资

赤壁“三核处理器”

打起背包跟党走
开完“晚餐会”，柳山大堤 1 号
哨所守堤人整理装备接续开展巡
堤查险。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党要我
们到哪里去，
我们就背起背包跟党
走。现在防汛压力很重，
人民群众
财产受到威胁，
要更加义无反顾地
上堤去。
”
1 号哨所驻守人员马晖介

赤壁应急管理局

钟晓阳 肖天胜

到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
为民，洪水一天不退，抗洪抢险突击队就
一刻不放松，严阵以待，同时积极做好核
灾、报灾工作。
物资调拨是保障防汛抢险工作有序
开展的重要板块。由财政、商务、供销、
交通等部门组成的物资调拨组，负责全
市防汛物资的采购、分配及运输工作。
一直以来，该组严格按照市防指下达的
命令，完成物资采购储备计划，加强防汛
储备物资库存管理，强化协调调度，确保
物资及时送达，有效提升汛期应急抢险
救灾物资保障能力，为全市防汛工作提
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下一步，还将根据雨情、水情、汛情、
险情等综合研判，及时采购储备防汛抗

灾物资。坚持 24 小时轮班值守，及时按
照上级指令，将防汛抗灾物资按质按量
运送到指定地点。加快防汛资金的统筹
拨付和物资的监管。为打赢防汛救灾战
斗提供坚强的防汛救灾资金和物资保
障。
全市防汛救灾工作启动以来，赤壁
市纪委监委迅速部署，成立了防汛救灾
工作纪律监督检查组。组织纪检监察干
部 40 余人开展防汛工作纪律督查，紧盯
值班值守、责任落实、干部履职等内容，
采取现场查看、翻阅台账、随机巡访等方
式，对防汛值守情况开展
“四查四看”，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曝光，为防汛
工作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赤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纪律督查组

组长张学涛说，到目前为止，共开展监督
检查 40 余次，并且以晚上检查为重点，
共查看全市范围内长江、内河、水库、泵
站等重点区域 108 处，发现问题 34 个，
发现安全隐患 6 处，就相关问题形成《防
汛督查专报》6 期，发水库专项监督检查
通报 1 期，并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同
时，要求各乡镇纪委对标市纪委工作安
排，对辖区内的防汛工作纪律开展监督
检查。
防汛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来不得半
点马虎和懈怠，赤壁将以不获全胜绝不
收兵的气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纪
违规问题，快查快结，严肃问责，绝不姑
息，进一步压实防汛抗灾工作纪律，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昌文、吴杰报道：连日强降雨，
给赤壁市农业生产带来了严峻考验，田地内涝如果不及时
排出，老百姓半年的辛劳就会付之东流。位于连江支堤上
的老河、五湖、梅湖三个泵站充分发挥“三核处理器”作用，
科学高效排涝，
确保周边万亩农田安澜。
7 月 13 日，笔者在连江支堤的老河泵站看到，泵房内
机器轰鸣，12 台机组飞速运转进行排涝，出水口浪花翻
滚。连江支堤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宋耀武正逐一检查泵
站设备参数，了解设备运行情况，确保机组平稳运行。
宋耀武介绍，三个泵站主要是保护车埠镇、赤壁镇、柳
山湖镇三个乡镇的农田，排涝面积 125 平方公里，保护农田
45000 亩。老河、五湖、梅湖三个泵站均位于车埠镇老河沿
岸，为排区农业生产提供了保障，
发挥了防灾减灾的重要作
用。笔者在车埠镇梅湖、
毕家等地势较低的村落农田看到，
今
年早稻成熟较往年相比晚了十来天。梅湖村二组村民程新
民告诉笔者，
如果不是排涝及时，
半年的辛劳就得打水漂了。
连江支堤指挥部正根据每日雨情，科学调度机组，合
理控制排涝水量。三个泵站就是“三核处理器”，确保万亩
农田安澜。

赤壁“90 后”党员

大汛当前显担当
本报讯 通讯员周刚、周珏报道：近期，在赤壁市云台
山村的三个水库旁，
经常能看到一位 90 后小伙子忙碌的身
影，
他穿着深筒套鞋来回巡查，
不时弯下腰来，
清理着排水港、
溢洪道口的杂草杂物。他就是云台山村书记助理宋雨齐。
据了解，宋雨齐于 2017 年返乡创业，种植吊瓜。受这
次汛情影响，他损失惨重，仅云台山村 1 个 500 余亩的吊瓜
种植基地，就有 200 多亩绝收，直接损失达 70 余万元。然
而就在基地最需要打理降损的时候，他却毅然选择先做好
村里的防汛工作。
村支部书记吴炎阶介绍，汛情发生以来，宋雨齐便主
动请战，日夜奋战在汛情一线，白天疏通排水港、溢洪道
口，晚上例行巡查，时刻监测水位情况。面对他人的不理
解，他说：
“我是一名党员，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
自己的事情可以慢慢做，
大家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

赤马港街道启动“六三响应”

筑牢防汛救灾屏障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王丽燕报道：连日来，受连续暴
雨影响，陆水河开闸泄洪，使得赤马港街道辖区内多个临
河小区积水，道路被淹。针对这一情况，赤马港街道以“安
全第一、全力抢险”为原则，启动“六三响应”，筑牢防汛救
灾屏障，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月 6 日，赤马港街道接到气象部门大雨预警后，提前
启动应急预案，启动“六三响应”，即六支队伍：赤马港街道
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小区支部、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志
愿者；三个小分队：人员物资转移小分队、排渍小分队、安
抚小分队。六支队伍和三个小分队严阵以待，时刻准备投
入城市防汛工作中。
7 日至 8 日，
赤马港街道转移小分队工作人员持续作业，
提前摸排居住在危房及低洼处的群众基本情况，
并与市应急
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劝导，
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同时利用微信群、高音喇叭，
循环提醒小区内车主迅速将车
转移至高处停放。截至 7 月 8 日 16 时，
赤马港街道已成功转
移 3416 位群众，
860 辆车，
180 个门店的物资。排渍小分队
多方抽调排水设备，及时排涝，持续开展地面消杀工作。部
分群众因停电、房屋积水等焦急烦燥，情绪不稳，安抚小分
队及时上门，疏导安抚群众情绪，确保群众安全平稳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