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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罗健康 马永忠

8月6日， 湘西南依然被高温酷热天
气所笼罩。 上午8时， 邵阳市委书记郭光
文带领水利、 财政、 民政等部门的负责
人， 驱车匆匆赶往武冈市双牌乡天龙村。
这里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病险水库,牵动着
他的心。

就在8月4日傍晚，正在基层检查工作

的郭光文收到天龙村群众发来的一条短
信：该村有一座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小二
型水库———解放水库，大坝一直未搞混凝
土防渗。 近几年由于渗漏越来越严重，基
本上失去了蓄水功能。 连春插都不能放
水，更不用说抗旱了。 今年大旱，水库边的
一些稻子也绝了收。“守着水库无水用”，
当地群众既痛心又无奈。

获知此事后， 郭光文立即用电话向
武冈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做了指示，

要求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要高度重视、 及
时介入、 妥善处理， 尤其是在大旱之际
吸取教训做好病险水库等水利工程的整
修和利用。

8月5日， 下基层数天的郭光文一回
到市里， 即决定第二天带人到村里实地
察看。

翻山越岭进了村， 郭光文顶着火辣
辣的太阳徒步往解放水库赶去。 站在大
坝上看， 水库已干涸见底。 村干部告诉

他， 水库烂了， 全村人畜饮水、 生产用水
还得以岩洞水、 井水和雨水为主。 今年旱
得凶， 岩洞水、 井水也流不出了。 禾苗受
旱严重， 老百姓喝水也成了问题。 要是水
库能正常蓄水就好了。

大坝下就是一片旱得开了裂的中稻田
和一口冒不出活水的水井。郭光文一一仔细
观察，并不时询问。他动情地说：“我来了，就
为村里把这件好事做好。年底前一定整修到
位，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通讯员 彭宁 本报记者 彭业忠

31岁的黄明镜， 是古丈县断龙山乡
龙山村的土家族村民， 在家排行老二，
大家都叫他“黄二佬”。

原本跑货车运输的他， 现在是古丈
县断龙山乡的免费送水司机。

严重的旱情使断龙山乡的许多村寨
都发生饮水困难， 7月25日， 乡政府从附
近工地上借来洒水车， 准备为这些村寨
送水， 但有B照又熟悉周边地形道路的师
傅，还真有些难找，土生土长的“黄二佬”
听说后， 就来到乡政府主动接下了这活
儿。

8月6日中午12时8分， 记者在乡政府
前坐上了“黄二佬”的送水车，20分钟后，
到达白溪关水电站的水库里取水；40分钟
后，8吨的水箱装满，便前往梅塔村的三个
寨子。 这是“黄二佬”今天跑的第二趟，第
一趟跑完已是上午11时了，“黄二佬”才抽
出时间吃了早饭。

往梅塔村的路，坡陡弯道多，笨重的
洒水车驾驶起来很吃力。 遇到对面来车，

“黄二佬” 得让几乎占据整个车道的洒水
车停下来，再慢慢会车。 洒水车有些年头，
挡位笨重，操作起来十分费力。“黄二佬”
常要反复几次，才能顺利挂好挡。 连日里
反复停车、挂挡、起步，经常开车的他，也
感到右手隐隐作痛。

阳光毒辣，车内空调放出的冷气也奄

奄一息。“黄二佬”说：“坐到车里，整天汗水
就没干过。 ”

对这些，“黄二佬”都没在意，就是少数
村民对分水问题的抱怨和不理解， 让他觉
得有点委屈。 比如前天， 车经过一亲戚家
时，亲戚提出从他车上取点水，他拒绝了，
亲戚为此生了气。 他有些无奈：“这是乡政
府统一安排调度的水， 我怎么能中途随便
给人。 ”

13时30分，到达梅塔村麦它坪自然寨
送水点。“黄二佬”和驻村干部向仁富一起，
爬上爬下，开闸接管，帮着村民分水。 前几
天，“黄二佬”接水管时，右手小指被刮掉一
小块肉。每天频繁接触水，伤口结疤又被泡
软，鲜红的嫩肉一直裸露在“黄二佬”的小
指上。

“一箱水用桶接得几个小时， 用消防
水管直接灌入节水窖， 就只要半个小时。
村干部会根据实际情况调度， 这样就能节
约放水时间， 多跑几趟， 多送几个地方。”
“黄二佬” 翘起小指， 一边忙着接水管，
一边跟记者说。

14时9分， 在梅塔村村支书向自来的
安排下， 水通过消防水管迅速灌入麦它坪
寨地势最高一户人家的节水窖中， 以方便
村民利用水管等工具再次分配。 水箱剩下
少量水，村支书请“黄二佬”和他一起去送
给寨上较远处的几户饮水困难户。“黄二
佬”细心卷好10多米长的消防水管，爬上2
米多高的驾驶舱，又出发了。

柴油、蔬菜
供应充足有序
省商务厅部署抗旱保供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婷）为确保
干旱期间我省柴油和蔬菜等民生商品的供应， 省商务
厅日前作出部署， 要求各市州商务部门抗旱保供， 全
力保障柴油、 蔬菜充足有序供应。

省商务厅通过市场监测发现， 随着旱情持续， 我
省农业、 工业柴油需求量大幅增长； 多种应季蔬菜供
应紧张， 价格攀升。 抗旱保供成为当务之急。

省商务厅派出工作组深入中石化、 中石油、 中海
油、 中化油， 促使这些大型成品油批发企业加大向总
部争取柴油资源的力度， 并及时调运到位， 要求全省
所有加油站（点）抗旱救灾期间24小时营业，柴油供应做
到不断档、 不脱销。

省商务厅启动了蔬菜市场监测日报制度， 依据监
控， 协调长沙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派出工作组， 分别
前往湖北、 安徽、 山东、 广西等蔬菜主产区联系调运
蔬菜； 指导大型流通企业加大外地蔬菜调运， 适当增
加商业库存。 目前， 我省蔬菜供应量和价格基本稳定。

购机补贴向抗旱机具倾斜
潜水泵补贴重新恢复， 抗旱

机具补贴范围或进一步扩大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谢国正）旱情持

续发展，农民对抗旱机具需求越来越大。 记者今天从省
农机局获悉，我省活用政策，将农机购置补贴向抗旱救
灾倾斜，鼓励和支持农民购买抗旱机具。目前，我省已恢
复潜水泵补贴，并正在向农业部申请扩大抗旱机具补贴
范围。

据统计，今年全省已新购抗旱机具5万余台套，补贴
资金近2000万元。 同时，全省加强抗旱补贴机具的价格
监控与质量监管，保障抗旱机具价格稳定和质量优良。

中石化湖南公司保油供应
开设426个抗旱用油供应点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吴世胜 黄文胜）为

确保受旱地区油品供应，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积极行
动，想方设法增加油品供应，确保抗旱用油不限时、不限
量、不提价、不断档。

该公司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机收作业率较高地区、受
旱严重地区的柴油资源投放力度，将上述重点地区的426
座加油站，列为抗旱用油供应点，开辟抗旱加油“绿色通
道”，优先农机加油，实施集中灌桶，24小时营业加油。

为方便偏远地区抗旱，该公司还组织66辆小型油罐
车，采取专车配送、流动加油的方式，将2200多吨柴油送
到田间地头。

中联重科28台水车
奔赴抗旱一线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在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到今天中联重科已派出
28台水车，分批奔赴湘西凤凰、永顺及邵阳、怀化、衡阳、
湘西、常德等地，为灾区群众送去宝贵的生活用水。

8月5日，中联重科6台专业送水车和20名抗旱服务队
员，启程赶赴第一个救灾点———凤凰县。 8月6日早晨6时，
6台满载水的车辆启程， 分奔山江镇鱼井村和好友村、吉
信镇追仁村、拉尔山镇拉忍村、两林乡禾当村以及禾库镇
帮增村。 一天下来，中联重科6台送水车为凤凰旱情严重
的6个村送水60吨。 这些车辆还将继续为村民送水。

8月6日，中联重科刚下线的两台80吨载重的崭新送
水车，紧急驰援永顺县。 8月7日，中联重科近30名队员，
携20台送水车分别前往邵阳、怀化、衡阳、湘西、常德等
地。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袁义生

“记者同志， 你来得正是时候 。
走， 一起到将军岭喝天然矿泉水去。” 8
月4日， 正值双休日， 记者来到耒阳市
长坪乡采访抗旱工作， 刚说明来意， 乡
党委书记刘廷斌便和我们打起了“哑
谜”， 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

长坪乡是省级贫困乡， 全乡平均海
拔600多米， 因地势高， 水资源匮乏，
旱情更为突出。“全乡24个村有22个严重
缺水，一些村组生活用水已出现困难。 ”
赶往将军岭的路上， 刘廷斌动情地说，

“乡里的干部现在全都分片驻村，主要工
作就是搞好用水调度， 组织村民寻找新
水源， 确保人畜饮水安全。”

烈日当空， 热浪灼人。 在刘廷斌指
引下， 我们来到了将军岭。 一阵响亮、
富有节奏的“叮咚” 声铿锵入耳， 寻声
望去， 只见半山腰上人头攒动。

“上面正在准备放炮引水， 等下就
能喝到天然矿泉水了。” 正在纳闷时，
刘廷斌解开了记者心中的疑惑。

走近， 见人群里一人掌钎、 一人抡

锤， 正在奋力凿石。 钢钎凿进青色石头
里，一线清泉从石缝中流出。“这个是青
麻石， 我们准备在上面打3个炮眼， 用
炸药炸开， 把水引出来。” 见我们到来，
正在现场指挥破石引水的乡干部刘长生
介绍。

原来，连日干旱，让距离将军岭1公里
外的长坪村用水日益紧张。几天前，找水人
员在将军岭半山腰上发现一处石头缝往外
渗水，经专家测定为山泉流经处，驻村乡干
部刘长生决定带村民破石引水。

炎炎烈日下， 村民们你掌钎、 我抡
锤， 轮番上阵。 正午时分， 3个炮眼终
于打成， 乡村干部疏散附近群众后， 从
市里请来的工程师开始装药。 约10分钟
后， 山上传来3声巨响。 尘烟还未散尽，
人们迫不及待跑上去。 “炸出水了！ 炸
出水了!” 现场一片欢呼， 一股清冽的泉
水从石缝中流了出来。 “记者同志， 你
也尝一口吧， 好甜咧。” 63岁的村民黄
成南双手捧一把泉水， 咕咚咕咚地喝
着， 古铜色的脸庞顿时舒展开来。

“根据测算， 这股山泉水可以暂时
解决长坪村3组、 4组200多村民的生活
用水。” 刘廷斌长长舒了口气。

“石破天惊”清泉来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刘魁春 廖嘉玲 李英姿

8月5日清晨5时， 衡阳县井头镇当
福村。 台风“飞燕” 悄悄拂过， 没有为
该村留下一滴雨水。 虽是清晨， 仍十分
闷热。

今年48岁的女村支书魏书凤像往常
一样， 提着锄头走出家门。 在流经该村
的武水河边， 已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在等
着她， 她们都是村“女子抗旱服务队”
的成员。 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多， 留守的
主要是妇女、 老人和儿童。 为了抗旱，
今年7月初， 魏书凤组建了这支由12名
妇女组成的“女子抗旱服务队”， 其中
年龄最大的65岁， 最小的也有40岁。

“大家先按照安排表， 查看深井和
沙凼。” 没有过多言语， 魏书凤安排大
家工作。 10口深井和27口沙凼是她们抗
旱的“杰作”， 由于武水河断流、 山塘
干涸， 这些水源一直支撑着村里的生
产、 生活用水。

魏书凤来到在深井发动机前守夜的
队员王美容床前。 所谓床， 是在田埂上
支起的一张简陋竹架。“美容，情况怎么
样？” 魏书凤问。 “水还比较多。” 王美
容回答。 今年52岁的王美容前段时间由
于睡眠不足而晕倒在地， 鼻子碰在石头
上， 去医院缝了9针。 魏书凤劝她休息，
但她不同意。

早上6时， 队员们陆续汇聚到河边
汇报情况。 各点情况正常， 魏书凤的心
稍稍放宽。“大家趁凉快一起挖井。 ”魏书
凤带领大家来到一口已干涸的大水塘
边，一台挖掘机已挖出6米深的井口。 魏
书凤信心十足地对大家说：“再挖三四米
就有水了， 一口水井可以灌溉20亩田
呢。”

大家打着赤脚， 拿起铁锹和铲子开
始挖泥、 运泥。 不一会儿， 人人汗流浃
背。 魏书凤向我们介绍， 找到水源后，

优先灌溉孤寡老人、 特困党员、 独女双
女困难家庭的田， 最后才轮到队员们。
井， 在一寸寸加深， 水也在汩汩冒出。
经3小时努力， 一口深井雏形已现。

上午9时， 队员们匆匆吃了一点饭，
又来到河边沙凼， 轮流清理河沙， 避免
堵塞水泵。

11时， 正在忙碌的魏书凤电话骤然
响起：“将军组有人抢水在吵架。 ”魏书凤
立即带领两名队员跑去。 原来， 该组两
位村民因灌溉问题发生纠纷。 看到满头
大汗的魏书凤， 两位村民倒不好意思起
来。 在魏书凤调解下， 短短10分钟， 两
人握手言和。

12时， 太阳炙烤着大地。 魏书凤和
队员阳忠娥来到村里五保老人陈娭毑
家， 为她挑水、 洗衣、 做饭。 陈娭毑开
心地说：“魏书记她们都是大菩萨呀，要
不是她们经常来帮忙， 我这老婆子哪有
水吃？”

离开陈娭毑家已是下午2时， 魏书
凤和阳忠娥匆匆回家吃中饭。 由于此时
外面温度过高， 她们已关掉所有电泵停
止作业， 但机休人不休， 所有队员要检
查供电线路， 确保用电安全。

下午4时，65岁的村民何荣莲气喘吁
吁跑来， 对正在打沙凼的魏书凤说：“魏
书记，不好哒，水管子漏水哒。 ”魏书凤扔
下锄头，带领两名队员立即赶过去。 此时
水贵如油，怎能漏掉？ 赶到深井边，水管
正在哗哗漏水，魏书凤立即关掉电闸，和
队员们进行抢修。 半小时后，水管恢复正
常，她们又赶去挖沙凼。

晚上8时， 劳作了一天的魏书凤和
队员们， 坐到魏书凤家晒谷坪上梳理一
天的工作， 并耐心细致地给前来纳凉的
村民讲解旱情及节水、 灌溉、 安全用电
等知识。

晚上11时， 大部分村民进入了梦
乡， 而魏书凤和队员们还打着手电， 走
在田间地头， 察看稻田灌溉情况。

井头“抗旱娘子军”

“黄二佬”送水记

农行优先发放抗旱救灾贷款
两月投放农户贷款9.25亿

本报8月7日讯 (通讯员 江洪渭 谢波 陈仲 记者
柳德新)农行湖南分行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并与服务“三农”相结合、与保民生支持农民抗旱救灾
相结合。 针对县域中小企业、农民急需购买抗旱物资、设备
等实际，农行湖南分行加大县域贷款投放力度。 近两个月，
该行投放农户贷款9.25亿元， 支持农民购买水泵12000多
台，购买柴油发电机900多台，疏浚、开挖水渠4000多处，
购置运水车辆2000多台，打井8000多口。

8月7日， 湘潭县民兵高炮分队进行人工降雨， 缓解当地旱情。 张国科 摄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武深树 李书庚） 持续干旱导致我省
渔业养殖严重缺水，水体缺氧现象频
发，渔民损失巨大。 记者今天通过省
畜牧水产局发布的《渔业抗旱救灾技
术指导措施》获悉，当前渔业抗旱的
重点是管好水、保好种。

管好现有养殖水域。 加强对池
塘、养鱼稻田的渗漏检查和设施维修
工作，减少水体浪费。 对池塘存水要
加强日常管理，及时调节水质，保证
鱼类正常生长。 对水源欠缺的池塘，
要适当减少饲料投用量，适时采取鱼
池循环换水和生物制剂调水相结合

的办法，保持水质清新，防止水质恶
化。

重点抓好保种保苗。千方百计搞
好苗种繁育，为灾后恢复生产打好基
础。 一是要调剂水源，尽量保证苗种
生产用水，使养殖急需苗种的生产少
受影响。 二是要转塘、并塘保安全，对
干涸的池塘要迅速将亲鱼和鱼种转
移到有水池塘，对水位较浅的池塘要
合池并塘，保证亲鱼和鱼种存活。

积极自救补损。 对水位低浅的池
塘，改种水生蔬菜等植物，弥补灾害
损失。 对干涸的池塘，要抓紧当前有
利时机，适时实施池塘改造，清淤护

坡，配套渔业基础设施，为恢复渔业
生产创造条件。

及时捕捞止损。 加大成鱼销售力
度，捕大留小，减少水体负载，缓解溶
氧压力。 减少水域养殖密度，为规格
较小的水产品种留出生长空间，确保
安全度旱。

防止重大鱼病发生。 开展池塘定
期消毒， 及时泼洒生石灰等消毒剂，
防止鱼病发生。 抵御外来生物侵袭，
对水位较浅的鱼池水体，采取设稻草
人、人工驱赶等方法防范敌害生物侵
害。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武深树 李书庚） 眼下持续高温干旱，
畜禽长时间处于高度应激状态， 抗病
能力明显减弱， 加之养殖场冲栏次数
减少， 畜禽栏舍污秽、 病原污染严
重， 容易导致畜禽细菌性疾病发生。
最近， 省畜牧水产局发布畜禽养殖抗
旱救灾技术指导措施， 提醒全省畜牧
部门和养殖户， 切实抓好动物防疫，
尽量保障畜禽饮水清洁， 减少灾害损
失。

消毒净化养殖环境。 按照消毒规
程， 加强对饲养、 屠宰、 经营、 运输

动物等场所的消毒工作， 及时消除疫
情隐患。 养殖户要加强圈舍、 饲喂工
具和周围环境的清洗消毒工作。

提高畜禽免疫水平。 对免疫抗体
监测不达标以及补栏、 新生和超过免
疫抗体保护期的畜禽， 要及时进行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 禽流感、 口蹄疫和
猪瘟的补充免疫。 同时， 要根据当地
动物疫病流行情况， 针对性地开展猪
链球菌病、 猪丹毒、 猪肺疫等病种的
免疫工作， 切实做到应免尽免， 不留
死角。 要指导养殖户在饲料中科学添
加电解多维等抗应激物质， 增强畜禽

体质。
旱灾期间， 各地特别要加强指导

缺水地区选择好畜禽饮水水源， 开展
水质监测， 加强饮水消毒， 保障畜禽
饮水清洁， 预防因不洁饮水而引发畜
禽疾病。 一些用水量较大的规模化养
猪场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行污水深度处
理， 配套种植业、 渔业， 实现农牧循
环、 种养结合。

加强遮阳降温与通风换气。 可在
畜禽栏舍向阳的一面搭建简易凉棚，
安装风扇或送风机， 保证畜禽栏舍内
空气流通。

高温致畜禽抗病能力明显减弱
抓好动物防疫，保障饮水清洁

渔业抗旱着重管水、保种
■畜牧水产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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