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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3日，暴雨、大暴雨、特大暴
雨先后肆虐修水县。该县杭口镇的
道路、农田、村庄被淹，住在低洼地方
的村民急需转移，刻不容缓！

24日凌晨 2时许，杭口镇党委书
记匡美建带着副镇长邓旭、主任科员
冷春生、杨坊村主任助理程扶摇、城
管队员郭礼华和桑管员唐文，连夜冒
着大雨深入杭口村、杨坊村等地察看
汛情。他们乘坐一辆皮卡车在黑夜
中前行，当皮卡车行驶到杭口村大桥
附近时，道路被洪水淹没。

灾情就是命令！他们驾驶皮卡
车继续前行。由于洪水凶猛，皮卡车
失控偏离了道路。“我不会游泳，准备
推车门逃生时，匡书记告诉我，不要
推车门，要从车窗爬出去，站在车上
等人来救。没想到，水流越来越急，
还掀起了巨大的浪，我们 6个人刚站
在车上，一个大浪打来，车子被掀翻

了。我们被分在了 3个地方，我一个
人在一个地方，匡书记、邓副镇长和程
扶摇在一个地方，冷春生和郭礼华在
一个地方。”唐文说，“我落到水里，脚
根本够不着地，还呛了几口水。我突
然抱住了一个装了东西的蛇皮袋，就
浮了起来，漂到了玉米地里，那里水
浅，我就站了起来，跑到岸上了。”

此时，匡美建拼命向唐文喊：“快
打电话，快打电话求救……”声音断
断续续，唐文掏出手机，由于手机进
了水开不了机。冷春生和郭礼华会
游泳，他们游上岸后，急忙跑到村里
叫村民前来救人。唐文说：“一会儿，
我回头看匡书记时，他们３人已经不
见人影，被洪水冲走了。”

6月 25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杭
口镇杭口村，洪水退了很多，皮卡车
依然还在玉米地里，距离公路约 50
米。据现场指挥搜救的修水县公安
局副局长匡志军介绍，搜救队伍有公
安民警、消防官兵、江西蓝天救援队、

江西省红十字水上救援队等 7 支队
伍，共计 100多人。同时还有修水的
志愿者、镇村干部和群众 500 多人。
搜救范围为事发地至修河下游 30多
公里；搜救方法是从上到下、从下到
上搜寻，以及在修河周边进行搜救，
并在下游的 5 座桥上实行 24 小时监
控，同时利用无人机进行搜救。

记者在修水县南圳大桥上看
到，江西省红十字水上救援队的队
员在修河冒雨进行搜救。队长单元
平告诉记者：“我们 16名队员搜救范
围为 5公里。由于水位落差大，河里
垃圾又多，情况复杂，搜救难度非常
大。”

修河下游武宁县沿修河的 58个
村 400多个村民小组，村民们由乡镇
干部带队，与公安民警、民兵预备役
人员一起，在各自的河段进行拉网式
搜救。截至25日18时，3人仍没有找
到，只发现失踪人员的手机、雨衣、雨
鞋等物品。

本报南昌讯（记者范志刚 通讯
员刘奕）6 月 25 日 9 时 30 分左右，南
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月坊村村干部
将住在过渡安置房内的村民王苗玉
家里的最后一件电器抢运了出来。
早已被转移到安全地带的王苗玉说：

“没想到雨会下得这么大，家里全被
淹了。如果没有村干部的帮助，我一
个老太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受连日暴雨影响，月坊村王家自
然村 28户老人居住的过渡安置房受
灾，40余名安置老人受困。受灾最严

重的地方，水深超过２米，全村经济
损失初步统计为 40余万元。了解情
况后，村干部及部分党员代表共20余
人赶赴现场，组织救援。他们冒着大
雨背老人、搬家具家电，全力保护村
民生命财产安全。

转移老人真及时

6月24日下午1时许，德兴市新岗
山镇镇政府接到求助电话，九景衢铁
路工地四号搅拌站有 117名民工被困
生产车间内，情况十分危急。

当地政府立即联合辖区派出所、
消防大队、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救援
队赶赴现场。到达指定地点后，救援
队勘察后发现，由于搅拌站处于周边
凹洼地势，雨水大量屯积，目测水位
近 1.5 米，水下情况不明，涉水救人难
度极大。对面 120 余米的山脚下，分
上下两处搭建了多栋临时简易铁皮
房，洪水已经灌进房内，民工们正翘
首以待。

联合救援队队长、新岗山派出所

所长曾小云当即决定使用皮划艇轮渡
的形式实施救援。“前几趟把救生衣、
矿质泉水和面包等东西带过去，给他
们补充能量，安抚情绪，做好上船顺序
安排，让不熟水性、年长、体弱的先上，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所有人员都转移
出来。”

从皮划艇下水的地方到民工被困
的简易工程，虽然只有 100 来米的距
离，由于水流湍急，皮划艇横渡方向不
易掌控，施救人员必须使出九牛二虎
之力，加快摆动速度和力度，才能不偏
不倚的到达对岸。

18时 20分，在经过在长达 5个小
时的不间断努力后，最后一批被困人
员转移山岸。所有被困人员全部得到
妥善安置。

117名铁路工获救了
程志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这边有两名采砂工人被洪水卷
走了，快过来救人啊……”6月 24日下
午 11 点点 1515 分分，，正在昌江红圩巡堤的鄱正在昌江红圩巡堤的鄱
阳县凰岗镇纪委书记戈喜武接到了紧阳县凰岗镇纪委书记戈喜武接到了紧
急电话急电话。。

当当天，有两名采砂工人正在该镇的
“太阳”大桥下作业，由于昌江水位突然
暴涨，采砂工人连船带人被困洪水中。

赶到事发点时，戈喜武看见采砂船
已经处于半沉没状态，而肆虐的
洪水正一步步吞噬水面上的船
体。一名采砂工已落水，抓住了
船上的绳索在洪水中漂荡；另一

人则站在未沉没的船头，紧紧抱着
旁边的桥墩。

戈喜武一边安抚落水人员的情
绪，一边迅速组织人员确定救援方
案。很快，两名有救援经验的工作人
员开出一条救援艇，迅速驶往被困洪
水中的船体附近。经过来回多次的
冲锋，在落水那名工人即将被冲走
时，救援人员一把抓住他，拉上了救
援艇。

另一旁，其他救援人员从附近群
众家里借来了一条大绳索，从大桥上
往另一名站在船头的工人所在地扔下
去。采砂工紧紧抓住绳索，沿着桥柱
一点点往上爬。经过近 20 分钟的努
力，他终于爬上了桥墩。

“终于都救上来了”，人群中爆发
出一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两名被困洪
水的采砂工人被成功救上岸。

沉船上的惊险营救
王芳芳 本报记者 张 晶

6月23日至25日，奉新县罗市镇
境内潦河水位急速上涨，洪水犹如
猛兽般冲入街道、村庄。该镇多个
村庄变为一片汪洋，以集镇街道最
为严重，最深处约1.6米。

面对来势汹涌的洪水，罗市镇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
分赴各受灾点，转移受灾群众。24
日下午 1时，镇政府接到报告：罗市
中学告急！300余名学生因断水断
电已经一整天没有用餐。

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镇政府
决定调用县应急救援抢险队带来的
冲锋舟，从距离学校 500 多米远的
街道另一头，往里运送食品、饮用水
等物资。在行进途中，由于水流湍
急，冲锋舟被洪水冲翻，负责运送物
资的镇村干部全部落入水中，幸亏
有县防汛救援队的帮助，才得以脱
离险境。

冲锋舟坏了，他们就调来一辆
大型铲车，试图利用铲车的高度淌
水运送物资，因为积水太深、水流太
急，不得不在离学校约 40米远的地
方无功而返。铲车不行，大家又找

来毛竹搭建竹筏运送物资，可还是
因为水流太急而未成功。

时间一点点在流逝，大家的心
情也越来越焦急。最后，在前来支
援的县防汛救援队的帮助下，决定
再次紧急调用 2 艘冲锋舟，并由专
业救援队员将物资送到了学校。看
着学生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大家送来
的食品，救援队员们露出了会心的
微笑。

16 时，洪水开始退去，镇村干
部们及时将 300 余名学生以及教
师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安排
车辆将他们安全送达各自家中。

为了被困的学生娃
本报记者 郑 颖
实习生 王小园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曹耘 通讯
员甘牧、乔典福）6月 23日，昌江水位
持续猛涨。12 时，景德镇市珠山区
竟城镇昌江村青塘路与新安路交界
处附近，发现一处老旧排水口可能
发生洪水倒灌的险情。

武警水电部队第四支队驻景德
镇大队灾情侦测组第一时间赶赴事

发地域，发现洪水上涨很快，而且直
逼排水口。当晚临近24时，大队派出
的 60余名官兵和 15台设备出现在险
情地段，官兵立即分成操作组、技术
组、保障组等，进入了紧张的作业。

“快！快！快！土工膜铺好后要
压实，沙袋跟上！”抢险现场不时传出
指挥员的吆喝声，又迅速被挖掘机、

装载机的巨大轰鸣声盖过。河堤上
的抢险现场被照明灯照亮，一个个官
兵扛着沙袋的身影在雨中来回穿梭，
官兵们在与上涨的洪水赛跑，与持续
的降雨抢时间。

到 24 日 19 时，在昌江洪峰过境
之前，大队官兵终于封堵了这个排水
口，排除了险情。

雨夜鏖战昌江畔

这两天，浮梁很多人的微信朋
友圈热传着一张图——一位中年
男子脚上架着一个支架，4 枚钢钉
钉在肉里，他却顾不上这些，和同
事一起帮助村民转移，场面令人感
动。这位“网红”就是今年 54 岁的
浮梁县西湖乡柘坪村党支部书记
汪德民。

6月 23日至 24日，西湖乡境内

普降暴雨，山洪暴发，河水上涨，部
分村庄、农田被淹。汪德民迅速集
合村两委干部，奔赴抗洪抢险第一
线。他冒着大雨，抢在最前头，深一
脚浅一脚地挨家挨户检查。

汪德民去年工作中不小心摔伤
了左脚造成两处骨折，做了两次手
术，目前还架着支架，处在恢复期。
汛情一来，他不顾旧伤复发的危险，
拖着刚做完手术的腿，毫不犹豫地奔
赴抗洪抢险。从23日到25日，他和

村两委干部一起在洪水中奋战了48
个小时，上户转移受灾群众 12户 38
人。

在持续的抗洪抢险中，他的双
腿一直浸泡在水中。25日早上雨水
小了些，其他乡村干部和群众都劝
他回家休息，可他就是不走。因洪
水的浸泡，汪德民的伤脚出现了肿
胀现象，趁着中午休息，他去医院打
针消炎，下午又继续投入灾后自救
工作。

“钢钉村支书”真够拼
吴国庆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铜鼓讯（记者胡光华）6月24
日，铜鼓九寨七重门义务救援队在激
流中奋战 3 个多小时，救出 8 名被困
人员。

24日上午，七重门驴友群的党员
钟开华倡议成立义务救援队，帮助洪
水中遇到困难的群众。通知发到微
信群，仅仅几分钟就有10人报名。

11 时 30 分，救援队接到消息，
永宁镇杨家村 4 户村民被困。吴海

鳌、钟用枚、彭海发等救援队员立刻
跳上车，朝事发地点赶去。

杨家村位于定江河河边，村民的
房子依山而建。救援队员划着皮划
艇来到村民刘艳霞家门口时，大水已
经漫过了大门大半。队员们试图撞
开大门进去救人，但里面的家具浮在
水面上顶住了，无法进入。

屋里被困的女孩说，她妈妈刘艳
霞被困在房屋后面的厕所里。彭海

发、马明游到房子后面，将刘艳霞从
厕所上面的横梁上抱下，抬着她向房
子后面的石山游去，将她送上了安全
处。 随后，彭海发从房子后面破门
进入，艰难游到卧室，将女孩从床架
上抱下，游出房间。外面前来接应的
救援队员把小姑娘拉上皮划艇，送到
安全地带。

之后，救援队员又涉水先后从洪
水中救出6名村民。

驴友救援变奇兵

本报景德镇讯（通讯员石卫明、
黎立成）6月23日10时至6月24日10
时，景德镇市出现连续暴雨、大暴雨
天气，平均降雨量达152.5毫米，防汛
形势十分严峻，被困水中的群众安危
成为瓷都公安干警们最牵挂的事情。

景 德 镇 市 公 安 局 投 入 警 力

3200 余 人 次 ，出 动 警 车 800 余 辆
次，出动舟艇 40 余次；处置险情 50
余处，救助受困群众 400 余人，疏
散转移群众 4000 余人，推移、拖离
被淹或熄火车辆 130 余辆。

昌江公安分局西郊派出所组织
全体民警乘橡皮艇奔赴茶山、梅苑等

低洼内涝地带，解救被困群众 32人，
帮助群众运送冰箱11台、空调3台以
及其他贵重物资。珠山分局新村派
出所全体民警出动，闻汛而动，民警
在积水稍浅区域的泥泞路上垫出一
条“浮路”，接力将30余名群众一个个
从“浮路”转移到安全地带。

民警救灾在一线

修水县全力搜救3名抗洪一线失踪干部

被冲走的好汉 你们到底在哪儿
本报记者 何深宝文/图

▲ 6月25日，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横峰县城区的滨江花城
小区受淹，该县公益救援队紧急出动，解救被困群众300余人。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救援人员正在搜救。 发现落水人员的随身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