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柳德新
孙振华

8月2日， 烈日当空。
午后的衡南县相市乡

合溪村， 空旷的田野吹过
一阵热风 ， 卷起一团尘
土。

放眼望去， 本该是绿
油油的禾苗却是枯萎不振。

透过稀疏的禾苗， 可
以看到田间土地几乎全部
干裂， 裂缝可以伸进一个
拳头。

在离马路200多米的田
野里， 矗立着一个高高的
铁架， 铁架上一面“衡南
县打井服务队” 红旗迎风
招展。

随着柴油机发出的阵
阵轰鸣， 铁架上的钻杆正
使劲地钻向地层深处。

记者走近铁架， 从地
下钻出的柱状岩石、 渣土
散落在钻机周围。

衡南县打井服务队的
蒋家新， 正专心操作钻机。
汗水顺着黝黑的皮肤直往
下流。

在这个没有任何遮拦
的田野， 蒋家新已连续工
作了7天。

衡南县抗旱服务队队
长张志军告诉记者， 自7月
中旬开展抗旱以来， 全县
共有400多个打井队连续奋
战在打井抗旱第一线。

7月25日， 蒋家新来到
合溪村打井。 和他一起来
打井的， 还有县打井服务
队的3支队伍。

蒋家新指着身边一大
片开裂的稻田告诉记者，
这里一共有100多亩地需要
靠打井灌溉。 他打的这一
口井， 估计可以保60亩稻
田。

正说着， 村民贺会斌、
张有检赶过来帮忙换钻杆。
他们两家有10多亩地， 也
指望着这口井灌溉。

蒋家新推动操纵杆，
将一节钻杆慢慢从钻孔中
提起。 张有检用一个大扳

手将这节钻杆的底端卡住，
再用扳手将钻杆拧松。 贺
会斌双手握紧钻杆， 慢慢
旋转， 直到把这节钻杆取
出。

蒋家新介绍， 一节钻
杆有3米长， 30多公斤重。
每往下钻进一段距离， 就
需将钻杆拔上来， 清理掉
套管中的岩石， 然后再接
上一节钻杆， 继续往下钻。
现在， 钻机已钻到70多米
深。

钻机旁边， 搭了一个
简易工棚。 工棚内摆着一
块木板， 放着一桶纯净水，
两件衣服搭在一根细线上。
这就是蒋家新休息、 睡觉
的地方。

最近旱情发展快， 眼
看着禾苗一天比一天枯萎，
他更不敢松懈。 每天早上6
时开始工作， 要到晚上8时
才能收工。

如果地质条件好， 一
天可以钻进30来米。 但合
溪村这块地， 全部是页砂
岩结构， 每天最多打进去
10米左右。

2日上午， 已经打出水
了。 但水量小， 每个小时
只有2立方米水量。 要灌溉
60亩田， 至少要打到90多
米深， 每小时涌水量达到
10立方米， 这片禾苗就没
大问题了。

“争取在两天内打完
这口井！” 蒋家新对衡南县
水利局局长阳新民说。

让蒋家新难忘的是， 8
月1日上午正在衡南县考察
旱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
在经过他打井的这一片田
野时， 特意走到他工作的
钻机前。

“当时， 我在操作钻
机， 汪洋副总理走到我这
台钻机前， 详细询问打井
抗旱情况。” 说起这事， 蒋
家新还略显遗憾， “很想
去和领导握手， 但当时正
在操作机器， 手上的油实
在太多了， 嘿嘿。”

孙振华

祁东县炳溪冲水库，是一座小Ⅰ型水
库，2012年完成除险加固后， 已成为黄土
铺镇四马、文茂等村6000多亩农田稳定的
灌溉水源。 但记者发现， 水流到田间的
“路”却较为“艰难”。渠道老化、淤塞严重，
库水在沿途“跑冒滴漏”，到渠系末端，水
流量很小了。 尾灌区的实际灌溉面积，已
大大低于设计的灌溉面积。

谈到这一现象，祁东县抗旱服务队队
长周玉成“幽默”了一下：现在农村水利建
设，往往是“肚子好了，但肠子还不通”。记
者近日在衡阳市几个县市区采访抗旱救
灾，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何以至此？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 现在政府

各部门对农村水利设施与基本农田建设
不可谓不重视， 水利、 国土、 财政 、 发
改、 农业、 烟草等部门在农村实施的涉

水项目的确不少 。 但在资金使用上 ， 却
没有很好地整合 ， 发挥出最大效益 。 水
利部门负责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 小农水
建设等， 国土部门负责土地整理 ， 财政
部门负责农业综合开发 ， 发改部门负责
新增粮食产能工程， 农业部门负责标准
良田建设 ， 烟草部门实施烟水配套……
水库加固了， 农田也整治好了 ， 而恰恰
从水库到田间的渠系， 无部门 “认领 ”，
故形成了今天 “肚子好了 ， 但肠子还不
通” 的尴尬局面。

应该说，这种尴尬，上级主管部门不
是没有看到，也力图整合这些资源 ，但时
至今日，尴尬局面仍存，水库的水流向田
间地头的路还是那样“坎坷”，宝贵的水资
源就是在这些没有整修好的“肠子 ”里白
白浪费掉了。

面对大旱“烤”验 ，各部门应该 “各炒
一盘菜 ，共做一桌席 ”，早日实现 “肚子
好，肠子也通畅”。

衡南:高温酷暑打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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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柳德新 李伟锋 孙振华

今年以来，衡南县降雨仅626毫米，蒸
发量却达1058毫米，水资源“入不敷出”。

8月2日上午，记者在衡南县斗山桥水
库灌区采访时，只见从斗山桥水库放出的
水，正汩汩流入田间地头。一季稻饱满的
谷穗压弯了腰，晚稻正在茁壮生长。

这里大旱之年为何无旱象？
记者赶到位于茅市镇斗山村的斗山

桥水库探访。
大坝宏伟，水面宽阔，库区狭长，这是

一座中型水库。
“从7月10日开闸，已放水近1000万

立方米保灌溉。” 斗山桥水库管理所所长
何先华介绍，水库现在还有600万立方米
水，可保灌18天，“换了以前，水库因大坝
渗漏、内外坡沉陷，根本不敢蓄水，我哪能
这样轻松哦？”

抗旱能力提升的背后，是斗山桥水库
经除险加固后，蓄水量大增。

2008年底，国家投资1180万元，对斗
山桥水库实施大坝防渗、 内外坡整修加
固、溢洪道及涵洞加固。今年以来尽管降
雨严重偏少，摘除“病险水库”帽子的斗山
桥水库，6月仍然蓄水1600万立方米，占
正常库容的80%，为当前抗大旱提供了宝
贵的水资源。

今年雨季结束早、降雨少，旱情来得
快、来得猛。往年，斗山桥水库一般要到7
月18日前后才放水，今年开闸时间提前了
8天。

水库灌溉到田，要经过“干、支、斗、农、
毛”5级渠道。若渠道不通，则水流不畅。

斗山桥水库分左、右两条干渠，灌溉
面积达5.23万亩。7月下旬，水库水位降到
右干渠取水位附近。衡南县防指加大右干
渠流量， 右干渠以下稻田全部轮灌一遍，

沿线山塘都蓄满了水， 后期保灌不成问
题。现在，水库放水全部流向左干渠，渠首
流量达4.9立方米每秒。

记者沿着左干渠往下游逐水而行。
在茅市镇三星村，有一段左干渠经过

水泥衬砌，简直“滴水不漏”。衡南县水利
局局长阳新民介绍，“这里以前是土渠，渗
漏最为严重。县财政2008年投入28万元，
水泥衬砌500米。”

记者来到茅市镇伍岭村时，只见两口
山塘都蓄满了水。“这都是斗山桥水库的
水呢！要是在以前，我的13亩水稻全都干
死了。”村民谢昭爱正在山塘放水灌溉，他
说，去年春天水利部门修了5300米渠道，
左干渠的水可直达山塘和田间。

“不止是伍岭村，10个村1.5万亩农田
都是‘渠渠相通、沟沟相连’。”阳新民告诉
记者，“以前，水库放水过来，要10多天，现
在只要6个小时。”

斗山桥水库灌区5.23万亩灌溉面积
是否都灌溉无忧？阳新民坦言，并非如此。

在茅市镇小丰村，记者碰到村民罗忠
社，他才从田间施肥回来，“渠道渗水到我
田里了，肥料都被冲走了。”他道出了灌区
配套渠系的最大问题———渗漏。

斗山桥水库灌溉范围包括茅市镇、硫
市镇等4个乡镇， 仅左干渠就长达49.6公
里，其中34公里还是土渠，存在大量“跑冒
滴漏”等水资源浪费现象，整个渠系水利
用系数才0.44。渠首流量4.9立方米每秒，
到了尾灌区只有1立方米每秒，“上游水满
塘，下游干死禾。”

“斗山桥水库灌区要全部实施防渗节
水项目，经初步设计，需要投资7200万元，
分年度实施，今年将投资1400万元，但这
都还有一个过程。”阳新民说，只有搞好渠
系维修，才能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
灌溉效益。

———衡邵干旱走廊抗旱直击众志成城伏旱魔

今年蒸发量远大于降雨量，可衡南县斗山桥水库灌区每天大流量放水灌溉，灌区内水稻长势
正旺———

大旱之年，这里为何无旱象

“肚子”好了，“肠子”也要通
■记者手记

7月31日，衡阳县台源镇东湖村因无水栽插晚稻，农机手在翻耕开坼的稻田，准
备改种秋季作物。 本报记者 柳德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