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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14 天吃住在堤上
这几天，我省赣中北
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一度致低洼地带
水流成河。 在南昌市防汛
的重要关口，毗邻鄱阳湖
的新建区各个圩堤都面
临着极大的防汛压力。
昨天，记者来到了新
建区大塘坪乡，新培圩又
一次面临考验……
记者 高学斌 文 魏勇剑 图

多次出现险情
上午， 刚刚从乡里参加完会
议的大塘坪乡党委书记熊慎湖开
着车又来到大堤上。
看着阴沉沉的天空， 熊慎湖
松了一口气，“趁着昨天没下雨，
我们又加固了一下圩堤。 这几天
随时都可能下雨， 而新培圩又是
咱们乡容易出现险情的圩堤，不
能大意。 ”
在一处渗水点， 熊慎湖双手
扒开鹅卵石， 仔细查看着渗出的

焕添说，这样的情况，到昨天已经
持续了 14 天。
根据安排， 巡堤人员每天都
要在圩堤内巡视， 而熊慎湖则每
天要巡堤三四次，“现在水位下降
了一些， 在水位涨的时候没有出
现倒堤， 如果在水退的时候倒堤
了，那就太不应该了。所以一定要
把责任担在肩上。 ”
记者注意到， 与乡政府内悬
挂的照片相比， 熊慎湖明显黑了
许多也瘦了许多，“这十来天吃住
在堤上，肯定瘦了。现在是减肥的
好机会，从上堤前的 106 斤已经
下降到现在的 98 斤了。 ”熊慎湖
笑着对记者说道。

“第一书记”的坚持
熊慎湖用砂袋堵住管涌
水是清还是浑，“现在出来的都是
清水， 那还好。 要是出来的是浑
水，那就麻烦了。 ”
“咱们这个圩有十来年历
史了，这十多年里面没有发生过
大的险情。 不过，今年的水太大
了，河水冲击之下，容易发生险
情。 ”熊慎湖告诉记者，新培圩呈
圆形，全长 12.5 公里，中间是 1
万多亩水田；圩堤上长出了很多
树木，加上田鼠、蛇等动物打出
的洞，大水的冲击导致水流从这
些洞中渗出。
目前，新培圩被分为 5 段，记
者了解到， 从 7 月 4 日到昨天，
新培圩出现了多次“泡泉”、“跌
窝”、“
渗水”等险情。“
圩堤被水泡
久了都要出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

不断巡堤，出现险情就马上处置，
确保不发生重大险情。 ”

连续14天没下堤
记者了解到， 此前新培圩曾
经发生了一起险情，而这个险情，
也让很多巡堤人感受到压力。
7 月 10 日凌晨 5 时多，新培
圩陶家湖堤段发生“跌窝”险情，
随时有决堤的危险。 休息了不到
2 小时的熊慎湖听闻后迅速赶到
现场指挥。“只要是险情，不管大
小，我们都要到一线去。 ”熊慎湖
告诉记者，经过 6 小时的奋战，险
情才得到控制。
“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这样，睡
眠严重不足。 每天巡堤、 发现险
情、处置险情。 ”大塘坪乡村民彭

与熊慎湖一样， 待在大堤上
14 天的还有新富村的“第一书
记”涂华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防汛。以
前都只是从电视新闻上看到防汛
的消息，这一次自己亲身上场，感
触很深。 ”涂华刚说。
记者见到涂华刚时， 正值大
塘坪乡再次遭遇暴雨袭击， 他正
在圩堤旁的帐篷内休息，“
刚刚巡
完堤。还好没发生险情，这是最好
的事。现在下雨了，待会再出去看
看有没有问题。有险情的时候，听
技术员的命令， 他让做什么就做
什么。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这一次
全都做过了。 ”截至 7 月 14 日，
历经 10 个日夜，堵住管涌 2 处，
抢修渗漏 6 处，清障 3.5 公里，行
走路程约 350 余公里。

新闻即时评

凡人壮举
挺起抗洪脊梁
瘦小的女教师毅然走上防洪
堤， 在巡堤排险的过程中不慎摔
成重伤；乡党委书记连续 14 天奋
战在堤上，人晒成“黑炭”暴瘦 8
斤……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
前， 一个个平凡人身上迸发的巨
大能量， 让人震撼而感动。 不怕
累、不怕苦甚至不怕死，他们以忘
我的投入、 舍己为人的信念筑起
了一道钢铁堤坝。
在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这
样的人，人民子弟兵、乡村干部、
大学生志愿者等等。 尤其是近段
时间，汛情日益吃紧，抗洪一线上
不断涌现平凡人谱写的可歌可泣
的故事，这种精神的力量，已经渐
渐成为抗洪抢险的一部分。 不怕
困难、顽强拼搏，人水相搏就一定
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坚韧不拔、敢
于胜利， 以战无不胜的铁拳迎向
无情的洪魔。 许许多多平凡人的
壮举，孕育了闪光的抗洪精神，每
一次洪峰袭来，除了堤坝、沙袋、
防波布， 还有无处不在的抗洪精
神在阻挡着洪水入侵。
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有不平凡
的一面，生死攸关之时，不平凡会
更淋漓尽致地展现。 正是这些平
凡人， 挺起了抗洪抢险保卫家园
的脊梁。
（魏莹）

她巡堤摔断手脚 仍牵挂一线汛情
蒋巷镇女教师郑令妹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一天一夜才脱离危险
教师郑令妹。 她在一次巡堤中不
慎摔下堤坝， 身体多处受伤，在
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一天一夜方
才脱离危险。

防汛队伍里唯一的女性
本报讯 张佳佳 记者 黄之
昊 文 / 图 台风来袭，雨水肆虐，
拉响了蒋巷镇汛情警报。 在 86.3
公里的圩堤上， 是 10 万群众和
13 万亩良田，蒋巷镇干部群众纷
纷投身于防汛抗洪一线。 其中，
一个瘦小的身影引起人们的注
意， 她便是 53 岁的立新村小学

这个暑假， 有着 37 年教龄
的郑令妹没有出去游玩、也没在
家放松身心， 而是走上圩堤，在
防汛救灾工作中展现巾帼风采。
除了巡堤，郑令妹还肩负起临时
炊事员的重担，保障防汛队伍的
一日三餐。
作为队伍里唯一的女性，郑
令妹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和其
他男同胞一样穿梭于圩堤一线，清

草除杂、架设路灯、巡堤查险。
冒着大雨， 郑令妹穿着胶
鞋，披着雨衣，手上操作着割草
机为圩堤清草除杂，“把草清干
净了，哪里有水漏，就能发现，这
样抢险人员就可以向上汇报。 ”
郑令妹说道。

做好自己才能把学生教好
立新村的责任段圩堤全长
3.2 公里，郑令妹每天早晚各巡堤
一次，风雨无阻。意外发生在 7 月
14 日晚， 由于刚下完大暴雨，道
路泥泞湿滑，郑令妹忙着巡查，却
没注意脚下，重重摔了下去。
随行人员赶忙把郑令妹送

往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其左
臂、左腿骨折，头部严重挫伤，在
重症监护室抢救了一天一夜才
脱离危险。
听说郑令妹受伤后，蒋巷镇
的党员、群众自发来到医院看望
郑令妹，她的头上、手臂上、腿上
都缠着厚厚的绷带。“我这点伤
不算什么，医生说好好卧床静养
就可以，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只
有我做好了， 才能把学生教好，
这是我应该做的。 ”
躺在病床上的郑令妹不忘
向大家询问蒋巷镇的汛情，听到
水位正在一天天下降，郑令妹松
了口气，露出了笑容。

受重伤的郑令妹躺在病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