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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冒蕞 贺佳）
今天下午， 记者在省政府常务会上了解
到， 针对连日来我省出现的干旱灾情，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抗旱救灾工作，
全力组织抗旱救灾， 各级各部门紧急行
动， 积极落实各项抗灾救灾措施。 累计
解决138万人饮水困难问题 ， 目前全省

未发生因干旱缺水或饮用水不卫生而危
及群众生命安全事件。

近2个月来， 全省共投入抗旱劳力
350万人， 启动抗旱泵站1.8万处、 机动抗
旱设备41万套、 运水车辆1.3万台。 气象
部门及时在湘西北、 湘北及湘东南地区开
展人工增雨抗旱作业130余次， 累计影响

面积约7650平方公里。
同时， 全省大中小型灌区实行分级

调度管理， 全力保证灌溉用水， 确保了
3500万亩抗旱用水。 对2.25万余处农村
供水工程， 各工程管理单位加强用水调
度和水质监测， 确保了项目受益处群众
的饮水安全。

针对部分地区群众出现的饮水困
难， 各地组织机关、 武警、 消防和抗旱
服务队， 积极找水、 调水、 送水， 通过
水库供水解决了56万人、 应急调水解决
了45万人、 打井引水解决了22万人、 送
水解决了15万人的饮水困难， 累计解决
138万群众的饮水困难问题。

累计解决138万群众饮水困难
●投入抗旱劳力350万人 ●目前全省未发生因缺水或饮用水不卫生而危及群众生命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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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大地，旱情还在持续。
灾情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7月31日至8月1日， 国务
院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汪洋来到我省衡南、株洲等
地 ，深入乡村农户 、田间地头
指导抗旱救灾工作。

在本报2日头版刊登的一
张照片上，汪洋副总理和受灾
群众手拉手走在田埂上，听群
众诉说旱情，察看水稻受损情
况，焦急与忧心写在脸上。

手拉手，是真情的自然流
露，展现出领导同志百姓萦怀

的深厚情感 ；手拉手 ，是对群
众困难等同身受的表露；手拉
手， 是群众把干部当主心骨、
贴心人的期盼。

从“手拉手”到“心连心”，
见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为
民情怀，见证的是各级党委政
府的公仆本色 ； 见证的是干
群 、党群的上下一心 、群策群
力、众志成城。

旱情还在发展，抗旱救灾
不能有丝毫懈怠。

手拉手，心连心，是我们攻
坚克难的力量支撑。同样，在这
场严重旱灾前面， 只要我们上
下同心，就没有跨不过的槛。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这次
抗旱，我家能保住这七八亩稻田，全
靠农民用水户协会平时对沟渠的修
缮，不然渠水流到半路就渗掉了。”8
月2日，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杨公庙乡
马田村， 村民杨先富看着稻田里绿
油油的禾苗，高兴地对记者说。

芷江现有中小型灌区1078处、
中小型泵站248座。过去，该县大量
水利设施老化、 破损严重， 一遇干
旱，家家户户拿着锄头上渠，经常为
水发生矛盾。为解决“重建轻管”问

题，从2007年开始，该县采取政府主
导、 群众参与的形式， 以水源为依
托，以灌区、泵站为网络，以用水户
为主体，引导农民组建用水户协会。
将工程维护、灌溉管理、防汛、抗旱、
水费收取等交给用水户协会民主管
理，使基层水利“事能议起来，活能
干起来”。目前，全县已组建农民用
水户协会80多个，会员达12万余人。

按照“谁受益、谁管理 、谁维
修”的原则，芷江各用水户协会组织
相关农户对渠系进行维修改造，并
构建农民投资小型水利设施建设

的有效机制。仅今年7月以来，各地
用水户协会自筹资金300余万元，新
修渠道5万余米、渠道清淤6.5万米，
修建拦溪坝12座、蓄水闸10座，及时
灌溉受旱稻田15万亩。

芷江农民用水户协会还采用合
同制形式，明确各自责任，在用水管
理上坚持“水价、水量、水费、时间”
四公开，接受用水户和社会监督，使
农民用上“明白水”。这种模式，为干
旱时节约用水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仅今年7月，全县农民用水户协会就
节约灌溉用水100万立方米。

芷江用水户协会民主管水
仅7月就节约灌溉用水10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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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拉手”到“心连心”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李敏辉 记者 周小雷） 溆浦县
是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养殖基地。 大旱时节，该公司组
织以党员干部为主的应急小分
队奔赴溆浦抗旱救灾， 调集价
值近500万元的抗旱器材、防疫
药品等物资， 帮助受旱灾威胁
的近300名养殖户共度难关。

面对旱情，大康牧业提前
准备了充足的抗旱物资，除保
证公司各养殖基地的抗旱物

资供应外， 还为养殖联合体、
家庭猪场、加盟养殖户送去仔
猪、饲料、防疫药品、防暑药品
以及水泵、水管、柴油等物资。
大康牧业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黎明多次对抗旱工作进行现
场调度。 公司还启动紧急应急
机制，组建了以党员干部为主
的15个应急小分队，为养殖户
们送去救灾物资和防暑药品，
帮助他们制订抗旱方案，严密
防控疫情。

大康牧业助近300名养殖户抗旱

8月2日， 保靖县
碗米坡镇陡滩村村民
在海拔 800米的天堂
坡上引水。 由于长期
干旱， 该村太平组出
现生活用水困难， 该
村积极组织村民寻找
水源， 在县水利局的
支持下， 从天堂坡引
来 清 泉 水 ， 解 决 了
510人的饮水困难。

彭司进 摄

本报 8月 2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8
月2日18时， 桑植县境内有33个乡镇普降大雨， 这是7
月初连续干旱以来的第一场雨， 持续时间约2个小
时， 平均降雨量达到26.9 毫米。

持续干旱， 桑植受旱耕地面积达16万亩， 约9万
人、 0.8万头大牲畜缺水。 久旱逢甘霖， 让饱受旱灾
之苦的山区群众喜笑颜开， 不顾雨夜朦胧， 纷纷下
田开渠赶水， 想办法储水。 桑植各部门各乡镇干部
迅速行动， 连夜指导群众做好引水和预防地质灾害
工作， 防止旱涝急转造成更大损失。

桑植 喜迎“及时雨”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飞）
8月2日， 记者从石门县气象局了解到， 至7月底，
该局经过连续半个月巡检， 已对全县49个区域自动
气象站进行全面升级， 相关单位和各乡镇可通过升
级后的气象短信预警业务平台， 及时了解当地降
水、 温度、 风向、 风速等情况， 为准确研判旱情、
科学调度抗旱提供决策依据。

石门 49个自动气象站升级

本报 8月 2日讯 （通讯员 吴香花 麻正规 记
者 彭业忠）面对严重的旱情，凤凰县以“农机110”服
务队为主，各乡镇农机抗旱服务小分队为依托，充分
发挥农机技术人员的优势， 巡回在全县24个乡镇的
田间地头， 为抗旱救灾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义务维
修、安全监理等免费服务。

同时，该县农机部门开通了24小时“农机110”服务
热线，坚持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截至目前，该县“农机
110”服务队共帮助农民维修抗旱机具1780余台（件），完
成抽水灌田1.8万余亩。

凤凰 “农机110”田头抗旱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8月2日，5台翻耕起垄机在宁远县冷水镇陈
家村连片500亩田间来回作业，改种秋高粱、荞麦。

该县下派2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 指导农民群众
改种玉米、高粱、荞麦等耐旱作物，千方百计保增收。
到目前， 该县配送耐旱农作物种子1.25万公斤， 安排
5000多台套耕整机等农机投入改种作业，修复电排48
处，改种耐旱农作物5万多亩。

宁远 改种耐旱作物5万亩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杨
坚 李琦 徐平香）目前，新宁县已调运人工增雨三
七高炮弹520发、增雨火箭弹16枚，和高炮、火箭炮一
起进驻炮点，蓄势待发。 将在金石、白沙、高桥、安山
等7个重点农业生产区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人工增
雨作业，以最大限度缓解旱情，减轻旱灾危害。

新宁 人工增雨蓄势待发

守水老兵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全 涂俊杰

“这就像战场上守阵地一样，‘敌情’不解除不能
轻言撤退！”8月2日上午， 在岳阳市君山区许市镇凉
亭村五组的抗旱机埠，有着3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退
伍老兵韩德富正满头大汗地忙碌着，他告诉记者，为
了保证抗旱供水设备运转顺畅， 自己连续工作了13
个昼夜。

凉亭村是君山区旱情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全
组2000多亩耕地有1200多亩“喊渴”。7月20日，该组
正式进入抗旱，使用潜水电泵从王家港湖取水，经过

“四级提水”到达农田。为确保正常供水，村里决定选
专人负责抽水及维护、看管设备，守护全村农田供水
的“生命线”。52岁的韩德富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20日当天，韩德富便上岗了，一顶草帽，一身迷
彩服，一双胶鞋，是他的所有“装备”。守水的工作看
似简单，其实是件苦差事。组里两个负责一、二级提
水的机埠相距600米左右，韩德富每天要在田间小道
上来回跑上几十趟。白天被烈日暴晒，而电机房里又
热又闷，甚至还有一股刺鼻的橡胶味；晚上则要忍受
蚊虫叮咬，更要防止毒蛇伤人。

组长方铁雄说，由于天气太热，一丘田送一次水
最多只能保三天，两台潜水电泵必须满负荷运转。王
家港湖与华洪运河相通，但由于地势高，湖里的水也
并不充盈。 韩德富必须特别留意安放在湖里两个潜
水电泵， 防止它们因为抽进太多泥沙或空气而出现
故障。

旱情让许多农户十分焦急， 经常在晚上甚至凌
晨灌溉。为了协调各家农户抽水，韩德富晚上常常只
能睡一个多小时。

13天来，韩德富负责照看的水泵，有效灌溉农田
4000多亩次，村里人都说他是抗旱的“及时雨”。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万国卿 记者 刘也 ） 为减少
灾害损失， 常德市全力抗旱
救灾， 目前已累计筹集抗旱
资金3800万元， 动员抗旱人

员25.75万人， 投入机动抗旱
设备3.08万台套， 出动运水
车375辆， 浇灌田地63.38万
亩， 临时解决4.61万人、 1.3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常德25万余人投入抗旱

7月31日， 常德市鼎城区人武部组织民兵抗旱应急分队， 来到江坪乡湖江坪村为种粮大户引水灌田。 最
近， 该区组建31个民兵抗旱应急分队， 由区、 乡 （镇） 人武部干部带领， 日夜值守在旱情严重的地方， 为群众
解决生产、 生活用水困难。 谭建新 摄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

7月29日， 宁远县仁和镇高家
村后山上， 村民们正在这里找水。

满头汗水、 脸被荆棘划破的村
民卜进国告诉记者： “村里12口
山塘已经见底， 400亩晚稻有的已
经转黄。 村里老人提醒说， 他们年
轻时上山砍柴， 曾见过山间的泉
眼。”

于是一大早， 全村100多青壮
劳力自发上山找水。 上山前， 85
岁的周子兴老人给大家讲解了山上
的情况， 要大家可以试着挖挖杂
草、 灌木茂密或潮湿的地块， 看有

不有水渗出。
几小时过去， 始终没有找到水

的迹象。 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
鼓”。 记者看到， 因为封山育林，
山路已不可见， 完全被近半个人高
的草丛和灌木淹没。 退伍军人卜进
财拉着大家上山。 村民谢红娟头发
沾满了树叶、 蜘蛛网。 她说： “嫁
过来 20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上
山。”

中午， 大家吃过干粮。 继续找
水。

下午4时， 在地名叫愁子凹的
山间， 大家发现一股涓细的泉眼。

可来不及高兴， 因为从这里到
最近的农田有4公里。 怎么把水引
过去呢？ 参加找水的镇党委书记郑
曦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联系， 县防
指答复立即送水管到村里来。 下午
5时， 水管送来。 欣喜的人们立即
动手安装水管。

2个多小时过去， 水管架设到
田头。 细流渗入干涸的土壤， 滋润
着耷拉着头的晚稻。

上山找水

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向水生 唐其柏

永顺县连续20余天高温无雨，
高坪乡那丘村是重灾区。7月底，记
者来到这里采访。

“有女莫嫁那丘村，十天不雨
干死人。泥塘洗衣衣不净，人畜喝
水下天坑。” 那丘村地处喀斯特地
貌区，多高山，村无河，2013亩稻田

基本上是“雷公田”，1057亩烤烟损
失惨重。

“现在我们只能保人畜饮水
了。”高坪乡党委书记向进话语中带
着几许无奈。

那丘村卡木枯组100多人的饮
水全部要到十里开外的山下水井排
队背水，一路爬坡绕岭，一个来回得
个把小时。群众为吃水叫苦不迭。前
几天， 政府干部与该组群众筹资

12000元，买来水泥、砂石，在卡木
枯组唯一的水源———深达30米的天
坑的阴河里，围了个小水坝。

“天坑水坝的水涨起来了，可
以抽水了！” 见我们到来， 群众说
道。随后，政府干部同村民们，攀着
杂草、树枝，沿着笔陡的路，下到天
坑，拉电线、抬水泵、接水管……炎
炎烈日下， 经过一上午的奋战，清
凉的天坑阴河水，终于被哗哗地抽
了上来。

“水来了！水来了……”群众纷
纷拿来水桶、 脸盆盛水。 村民们笑
了。

天坑取水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林清航）自7月中
旬以来，汝城县已有110座电站
停止发电保灌溉， 虽减少发电
收入2650万元， 但满足了4.62
万亩农作物灌溉用水需要。

汝城是我省小水电强县，
已建成和在建水电站163处，总
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 自6月

来， 汝城地区持续晴热高温少
雨，全县水稻、玉米、水果等农
作物受灾面积达6.6万多亩，旱
情十分严峻。 面对水源严重短
缺的情况， 在不影响群众生活
用电的前提下， 该县对用水发
电导致下游干旱的电站， 动员
其停止发电， 解决下游农作物
灌溉及人畜饮水困难。

汝城水电站停止发电保灌溉

本报8月2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廖鹤松 ）
连日抗旱， 在涟源市三甲乡
的田间地头， 有一支由当地
农民组成的义务抗旱队伍 ，
他们自筹资金， 自购设备，
自己出力， 为村民送去“及
时雨”。

服务队组建以来自筹资
金20多万元， 先后购置了机
动车、 潜水泵、 消防水带等
防汛抗旱抢险设备。 队员平
时在家劳动， 防汛时抢险 ，
抗旱时抽水送水， 森林防火

时灭火， 哪里需要就在哪里
出现。

自今年7月15日以来， 抗
旱服务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统一安排调度下， 抽调18名
精干队员组成抗旱攻坚队，
分成6个抗旱服务小组， 分赴
全乡灾情较为严重的玉峰 、
财溪、 长荣、 马埠桥等村抗
旱。 服务队出动潜水泵、 清
水泵， 使用电缆线、 消防水
带等抗旱抢险设备， 为全乡
300多亩一季稻和50多亩双季
稻成功抗旱保苗。

涟源农民组队义务抗旱

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旱救灾

本报8月2日讯 （罗中华
徐胜 邓燕盛 杨军 李礼壹 ）

“感谢桃花江核电站， 没有他
们厂区的自来水， 我这4亩稻
田就完了。”7月31日， 看着田
里返青的禾苗，桃江县沾溪镇
沾溪村村民贺贤保感激地说。

今年入夏以来，沾溪村旱
情严重，1500亩农作物受灾。
设在该村的中核集团桃花江

核电公司的领导主动跟镇里
联系，表示愿意将厂区日产近
1000吨生活用水用于救灾。核
电站配套修建的水厂生产的
是特种生活用水，成本比一般
自来水高出许多，1000吨水成
本达2万元。 厂区生活用水放
入了水库，公司员工生活受到
一定影响，但他们都支持公司
的举动。

央企用生活用水助村民抗旱

本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李少波 廖文 记者 周小雷 ）

“这可都是救命水啊！ 感谢子
弟兵！”今天，看到消防车运来
的新鲜水哗啦啦流到村民的
大小水桶时，麻阳苗族自治县
板栗树乡盐井村刘大爷对前
来送水的消防官兵连声道谢。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麻阳
各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的干
旱现象， 特别是板栗树乡盐
井村， 村里蓄水池的水已经
用完，300多村民陷入无水可

用的困境。 县消防大队获悉
情况后， 立即出动两辆消防
车、7名消防官兵， 为百姓送
来救命水。

送水前，消防官兵做了充
足的准备， 将水罐消防车的
水罐、水枪、水带等供水器材
进行彻底清洗， 装上新鲜水
后再为村民送去。 县消防大
队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给受
灾村民送水是他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旱情不结束，他们就
不会停止送水。

麻阳消防官兵为村民送饮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