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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委主要领导在一线指导防汛工作

坚持人民至上 淬炼初心使命
——长葛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灾后重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省委十届十三次全会提出，面对

疫情灾情，必须抱定必胜信念，全力

抓好第一要务，持续深化改革开放，

埋头苦干实干，加倍努力、竭尽全力，

打赢打好疫情防控和灾后重建两场

硬仗。

从7月下旬那场特大暴雨，到出现

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接踵而至的

困难和挑战，使长葛人民生产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也考验着长葛市委、市政府

面对复杂和困难局面的定力与智慧、责

任与担当。

灾难，压不垮长葛人民。从防汛

抢险、灾后重建到疫情防控，在这座有

着7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名城，葛天

大地的78万人民没有自怨自艾，而是

直面困难，众志成城，在市委、市政府的

统筹指挥下，闻“汛”而动、克难攻坚，用

肩膀筑起了防汛救灾的希望之堤，用双

手撑起了灾后重建的美好家园，用责任

筑牢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护佑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万众一心，迎难而上；担当奉献，

奋勇争先！暴雨水灾面前、疫情反弹之

际，长葛人用自强不息、共克时艰的壮

心和义举为城市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

□王平 左瑛君 黄彦辉 张浩

一场雨，一场特大暴雨，使长葛大地迎
来严峻考验。

“往日拦水的溢洪坝不见了，水漫过了
十几米高的河坝，直奔村里来。打小在河
边长大，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时间过去
一个多月了，长葛市大周镇邢庄村村民赵
红凯依然记忆犹新。

2021年夏天的这场特大暴雨，让长葛
全市 12 个镇、4 个办事处均不同程度受
灾，255 个村庄受灾，道路、农田、电力、供
水、通信中断。全市受灾人口 40余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24.35 万亩，农村倒塌房
屋 152 间，严重损坏房屋 13135 间。长葛
市大周镇是许昌市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上
千家企业停工停产，直接经济损失在 9 亿
元以上。

那是 7月 19日晚，骤雨来袭。起初，人
们并不在意。可雨越下雨大，水位越来越
高，淹没了车轮，漫过了小桥，超过了水库
警戒线，人们开始从窃喜到忧虑，再到害
怕，一场特大暴雨露出了狰狞面目。

关键时候，党员干部就要和群众在一
起，就要往最艰险的地方去。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水库、大坝工作
人员 24小时值守，所有县级干部到分包镇
办察看汛情，指导防汛工作，解决问题！”当
晚，长葛市委书记张忠民冒着倾盆大雨到

城区查看水情后，又来到长葛市防汛抗旱
应急指挥中心，了解防汛任务落实情况。
安排好下一步防汛工作后，他又冲进了大
雨中。

最为揪心的是，暴雨之中、洪流之下，
佛耳岗水库水位怎样？双洎河流域防洪河
道是否承受得住？洪峰到了哪里？会不会
导致决口和大面积漫滩？抢险救援进度怎
么样？沿线乡镇村庄情况如何……

7月 20日一大早，一直牵挂于心的张
忠民冒雨赶往防汛重点工程双洎河佛耳岗
水库，实地察看水库库容、水位、防汛备汛
等情况，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强调要
夯实责任，科学应对，务必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应对暴雨，长葛市此前已做了扎实细
致的准备，连续召开防汛抗旱暨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防汛抗旱工作调度会，不仅迅速
制定应急预案，储备防汛物资，还开展了全
覆盖、无缝隙的拉网式隐患排查，全市上下
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许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冒雨
到长葛市受灾村镇指导防汛工作。在双洎
河长葛大周段最严峻的防汛一线，许昌市
委书记史根治在雨中主持召开了一场市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以不发生群众伤
亡事故为“金标准”，以水库水闸、堤坝河

道、隧道涵洞不垮塌为“硬要求”，确保群众
安全度汛。

响鼓重锤，号令如山。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同志们，情况危

急，要举全市之力做好受困群众的救援安
置工作，做到一户不漏、一人不拉。”7月 21
日凌晨 1点，在长葛市新107国道双洎河大
桥上，张忠民急切而又坚定的话语，激励着
现场救援的每一位同志。

长葛市四大班子领导的分包职责进一
步明确，县包村、乡包组、村包户的工作机
制进一步强化。

一时间，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
员，义无反顾地向灾区去、向一线去，蹚积
水、踩泥泞，助力决口封堵，帮助群众转移，
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水利、应急、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部门
更闻“汛”而动，把防汛资源向一线集结，把
救援力量往灾区调度，众志成城、奋力应
战，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

从长葛市党政主要领导到社区（村）干
部，全都奋战在防汛救援一线，胡子长了顾
不得收拾，眼睛熬红了还要接着扛，因为，
他们深知：在关键时刻必须与群众在一起，
努力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长葛，吹响了防汛抢险救灾的“集结
号”！

一曲人民至上的防汛壮歌

疫情防控筑起“铜墙铁壁”耿政 摄

一面高高飘扬的鲜红党旗

积水退去，雨过天晴，长葛市加快了恢复生产生
活的步伐。

通信、电力、燃气等部门夜以继日施工，加紧解
决通电、通水、通网、通气问题。

镇村干部带领群众排水、清淤、消杀，开展清洁
家园行动；农技人员深入受灾田地，做好灾情评估、农
作物保险理赔等工作，对恢复农业生产进行分类指
导。

聚焦“万人助万企”活动，分包领导干部深入企
业开展精准帮扶，落实惠企政策，帮助企业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

长葛市大阳纸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档烟盒供不
应求，急需扩大产能，但由于汛情、疫情的影响，企业
项目建设出现困难，急需2000万元资金投入。经过
长葛市委主要领导协调，在长葛市万人助万企活动
办、长葛市金融工作局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开了两次
重点企业问题研判会，各职能部门和企业负责人面
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帮助企业解决了“资金难”问
题，使企业逆势发力，扩大产能。

8月16日，在位于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汇达印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
正在忙碌，一卷卷经过铸轧工艺形成的铝合金卷材，
经过数十道工艺处理后，变成了具有高平整度、高感
度的多种印刷版材。

“当初雨水漫灌厂区，使企业按下了‘暂停键’。
如今在市、镇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帮助下，经过艰苦
不懈的努力，企业又按下了‘快进键’，在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开足马力加快生产！”汇达
印通公司董事长张朝阳说。

厂区积水、车间进水、设备受损……作为“全国
民营企业500强”的金汇集团，主厂区积水一度深达
1.5米，被迫停工停产。历经10多天不分昼夜地清淤
修复、抢险奋战，公司的不锈钢生产加工等车间相继
恢复生产，并逐步恢复产能。

恢复生产，电力先行。当大周镇区电力中断时，
长葛市供电公司派出抢修人员，经过40多个小时紧
张忙碌的工作，使镇区及各个厂区1000多个配电台
区恢复了通电。

在困难考验面前，长葛人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众
志成城，全力开展生产自救，努力把损失降至最低。
市县两级领导带头深入企业开展帮扶活动，解难题、
优环境，助推企业加快恢复生产；各相关部门全面加
快基础设施修复，截至8月13日，大周镇已维修桥梁
6座，抢修道路23公里，1100多家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遭遇叠加的汛情、疫情，没有哪个人是“局外
人”。大家守望相助、共渡难关，从中涌现出了一个又
一个暖心故事……

暴雨与疫情，见证了长葛青年的善良和担
当——

自8月初以来，“00”后谢雨珊和4名同伴一直在
107国道长葛与新郑交界处的疫情防控卡点值勤值
守。国道上人流量大，过往车辆多，志愿者们一刻也
不能停歇，可他们却不叫苦、不喊累，与公安、武警、基
层工作者们一起，测量体温、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登记
信息、维持秩序……保证城市高效、有序的运转。虽
然每天重复着忙碌的工作，但谢雨珊表示：“假期到这
里来做力所能及的事，能为家乡出力，我们感觉很有
意义，很开心！”

暴雨与疫情，见证了民间救援队员的果敢和勇
气——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这是长葛
红十字蓝天应急救援队的口号。暴雨来临后，他们
立即组织人员，24小时值班备勤，接到群众救助后，
冒着瓢泼大雨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被困车辆……

暴雨与疫情，见证了长葛人民的爱心和深
情——

长葛市坡胡镇西柳村84岁老党员李同贤，一件
毛衣穿了40年不舍得换，却捐款5000元用于抢险和
灾后重建；长葛市后河镇山孔村刘永刚父子俩，通过
不同途径报名参加志愿者，在古桥镇徐王赵村防汛
救灾一线相遇；南席镇马武村任大姐一上午烙了800
张饼，送给防汛抢险一线人员；短短3个小时，300多
名志愿者赶来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食物、饮用水、被
子等物资堆满了长葛市体育馆安置点的3个房间，82
岁的张海莲老人喃喃地说：“咱的党真好，这跟在家是
一样”……

暴雨与疫情，见证了长葛人的厚道和感恩——
7月26日，当“杨根思部队”官兵、武警官兵转至

马武村时，群众自发站在水中当“路标”，为部队抢险
救援车辆引路；当他们圆满完成防汛任务撤离时，长
葛市广大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送别“最可爱的
人”……

风雨无情人有情，同舟共济共向前。暴雨浇不
灭精神火焰，大水冲不垮责任担当。有了全市上下
的众志成城、四面八方的鼎力支援，长葛汇聚起冲破
风雨的澎湃之力，凝聚起攻坚克难的恢宏之势，书写
防汛救灾、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的胜利答卷！

启航新征程，加速高质量。长葛人民正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坚持

“发展为要、项目为王、干字当头、奋勇争先”的总
体发展思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标，以县域治理“三起来”示
范创建为统领，以重大事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
为抓手，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实力长葛、活力长
葛、魅力长葛、合力长葛，勇当全省县域高质量发
展排头兵。

“我是党员我报名，我是党员我先上。”
“水位不退我不退！百姓不回我不

回！”
“不安全度汛我们绝不下一线！”
“要把转移人群当作自己的亲人，让他

们在安置点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和党员

冲锋在前的身影，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叩
击心灵的担当。

7月 20日至 21日，长葛市先后发出《关
于在防汛一线开展突击行动的倡议书》《关
于号召全市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投
身防汛救灾志愿服务行动的倡议书》《长葛
市妇联致全市妇女姐妹防汛救灾倡议书》
三封倡议书，动员全市各单位 1332个基层
党组织、37500多名党员组成 1300多个突
击队，迅速集结到防汛抢险一线，一面面红
旗在双洎河边高高飘扬。

“22日凌晨 1点，我们村‘两委’干部在
河堤巡逻，突然觉得不对劲，水位猛涨，漫过
河堤，水电都断了，我开始骑着电车在村里
吆喝，让年轻人都去加固河堤，老的、小的准
备转移，说着说着水就漫到了路沿儿，我被
冲倒，要不是紧捞住电车，估计都被大水冲
走了，真是捡了一条命。”长葛市古桥镇西辛
庄村党支部书记杨永生回想起当晚那些惊
险的情景，现在仍感觉后怕，“当时就一个想
法，拼了命也要防住大水，保护老百姓，保卫
我们村。”带着这个信念，杨永生带领村里党
员干部、青壮年连夜转移群众、加固河堤，一
干就是三天三夜，即便抗汛现场离家仅有
200米，他也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我一口气装了几十袋，并没有感觉劳
累和疼痛，而是越干越有劲。”长葛市农科
所刘军继说。7月 23日，看到单位招募志
愿者的信息后，他脸都没来得及洗，冒着小
雨就往集合点赶，路上着急，重重摔了一
跤，为了能搭上支援前线的车，他忍着疼痛
继续往前行。

23日下午，在长葛市南席镇马武村的
双洎河河堤一侧，利用工具车辆开辟出一

片“料场”，由于河堤路过于狭窄，且决堤口
附近难以承载大型车辆，只能由志愿者及
救援人员装好沙袋后，背上河堤，再由农用
三轮车装载送至决堤口。

“咱是党员，听说南席有难，我就跟着
镇干部一起来了。党员就是得冲锋在前，
为家乡作贡献！”长葛市坡胡镇侯庄村59岁
的党员朱宝莲，扛起沙袋来丝毫不输男儿，
几分钟的时间就搬运了三趟。

长葛市卫生计生监督所职工周冰在抢
险过程中腿部挂伤，仍坚持工作；古桥镇党
委副书记张全由于长时间站立、泡水，双腿
持续性红肿，仍在一线奔波调度……

从部队官兵到党员干部，从志愿者到
受灾群众，奋战在一线的人员，成为长葛市
防汛救援的硬核力量。

前线在奋战，后方有保障。
在该市南席镇马武村村委会，一箱箱

矿泉水、方便面、面包、纸巾等物资摆满了
半个村委大院。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
爱心人士送来的物资已经摞至天花板高。

“前线人员拼尽全力封堵决口，后方也
在不断地给予保障，看着这么多人支援南
席，支援马武村，我特别感激、感谢。”马武
村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介绍，“在众人合力
下，马武村已紧急疏散群众，没有一人伤
亡，没有一间房屋倒塌。”

从防汛救灾到疫情防控，党旗在一线
高高飘扬。在长葛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上，张忠民一再要求，以“圈住封死”疫情传
播渠道为目标，严防输入，做好内控。要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严格标准，应隔尽
隔。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长葛市
夯实“四方责任”，扎牢“四个口袋”，建立以
属地防控为重点、覆盖全市的“四级疫情防
控网络”，切实织密织牢群防群控的防护
网。入户摸排、卡点值守、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石固镇合寨李村党支部书记李怀珍说：

“我现在不光是疫情防控村级网格员，还是
指挥员、信息员、宣传员、战斗员。战‘疫’，

我们要做到全力以赴。”
组建“党员志愿队”“党员先锋队”，广

泛设置“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引导
企业党员主动认岗担责，在抗疫一线当先
锋、做表率……长葛是民营企业最活跃的
地区，广大非公企业党组织挺身而出，积极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发挥自身优势，在保障
供给、捐献款物、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上万名非公企业党员编员进组，开
展卡点执勤、流动巡逻、政策宣传、消毒防
疫等工作，彰显责任担当。

聚沙成塔，汇聚磅礴之力；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排查险情，他们一丝不苟，
转移人群，他们无微不至；社区值守，他们
一丝不苟；志愿服务，他们奔波无悔。他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他们有一个
坚定的信念：尽最大努力，不惜一切去做好
防护，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抗抗”——7月 21日晚上出生的周家
康，之所以有这个“爱称”，是她的父亲周鹏
远、母亲苏彩云为了纪念在水灾中得到的
帮助，也是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
情。

7月 21日下午，受汛情影响，长葛市大
周镇卫生院一楼被淹，停电、停水，待产的
苏彩云急需转移。接到求援信息后，武警
许昌市支队救援分队官兵与长葛市交警接
力护送——20时 30分，苏彩云被护送至长
葛市妇幼保健院；22时 20分，经剖宫产手
术，“抗抗”出生，母女平安。“孩子被大家叫
做‘抗洪宝宝’，这是我们全家的幸运。”苏
彩云说，“天灾无情人有情，我们永远感谢
大家的爱心救助。”

“政府把我们照顾得可好啦，不用操我
们的心了，可别往家跑了。在这里大家都
是一家人，亲着呢！”在长葛市体育馆安置
点，董村镇白务村村民李伟森，天天向远在
陕西的儿孙视频通话报平安。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他们用坚守和信念，筑就防汛救
灾和疫情防控坚不可摧的“红色防线”。

一场情满人间的守望相助

大周企业忙抢修

转移群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郑留洋摄

位于长葛市大周镇的金汇集团已恢复正常生产 王烜 摄

长葛市志愿者为受灾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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