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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牛舍建在山洼， 热空气中弥漫着熏人
的气味。

8月5日上午， 记者来到涟源市铁龙农
业科技园， 在一栋牛舍里见到了63岁的饲
养员肖初生。

这是一张黝黑的脸， 额上皱纹如刀砍
斧削般清晰。眼下，他负责管理41头黑牛的

“吃喝拉撒”。 老板包吃包住， 每月付给他
2000元报酬。

“旱得厉害，牛也不好养。”肖初生说，
原来牛栏里有70多头黑牛。7月份， 整个涟
源滴雨未下。随着旱情加重，水源干涸。镇
里每天送一车水，只能保部分黑牛饮水，老
板便卖掉了一些黑牛， 现存的都是60公斤
左右的“架子牛”。

清早起来， 老肖要打扫牛栏的卫生，
给牛喂一些草料。不愁水的日子里，他接
根管子，就可冲洗牛栏，既干净又轻松；每
隔3天给牛冲一次澡，他还要给牛刷刷毛，
让自己喂养的湘中黑牛， 看上去光鲜、神
采奕奕。

眼见塘里的水越来越少， 现在清理
牛粪只好改用铲子铲。 牛栏降温也不再
喷水雾，改用大电扇送风。黑牛已有一个
月没冲澡了，浑身沾满干牛粪，毛色不再
光亮。

清理牛栏时，肖初生脱去衣服，打着赤
膊铲粪。瘦弱的身躯，几乎数得清肋骨。

“对不起呵， 没水冲栏， 氨气大了许
多。”他带着几分歉意对记者说，如果有水
的话，牛栏里多半是青草的气味。

铲完牛粪， 肖初生又要为黑牛当天的
“口粮”操劳。

牛舍周边， 各个山头都种上了多年生
的牧草“桂牧1号”。 烈日暴晒，200多亩牧
草，已有半数枯黄，必须抓紧抢割喂牛。

上午10时，老肖换上厚实的长衣长裤，
穿雨鞋，戴手套，顶着烈日割牧草。来到牧
草地，只见他弯腰驼背，手脚轻便，割得极
快。

记者也想试一试，刚弯下腰去，顿觉热
风扑面，火烧火燎；挥镰割草，细密的灰尘

和草刺，钻入鼻腔喉咙，极不舒服。不到几
分钟，汗水便开始下滴。

“一头牛每天喂30公斤牧草，40头牛就
要1200公斤。”老肖说，大旱真是折磨人。若
风调雨顺，“桂牧1号”通常能长3米高，亩产
3吨多。今年遇旱长到1米便不再长，亩产不
到1吨。

也就是说，以往割足1200公斤牧草，只
要割3分多地，耗工2小时；而现在要割一亩
多地，耗工要6小时。

时已近午，骄阳似火，他加快了手脚。
割下的牧草堆成了一座小山， 远远传来午
休的吆喝声。

老肖脱去湿透的衣服， 手脚上长出一
些红点。“这是皮肤过敏。越是干旱，牧草地
里虫毒越多。”

午餐伙食不错。桌上有辣椒炒肉、丝瓜
汤、 清炒苦瓜， 但老肖吃得很少。“天气太
热，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胃口不好。”

烈日下劳作，极易中暑，老肖前两天才

打过吊针。为了让大家中午多休息，老板调
整了作息时间：下午15时干活，19时收工。

正午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 午餐
后， 老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牛舍旁边
的“耳朵房”休息。

整个下午，他将继续割草，然后为黑牛
备好“晚餐”，并清理栏舍，一天的工作才算
完成。

久晴、暴晒、极度干旱。对老肖这些艰
苦劳作的农民而言，真是个难熬的夏天。

———衡邵干旱走廊抗旱直击众志成城伏旱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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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月桂

长40米、宽20米、深18米，位于
双峰县印塘乡吴湾村龙桥组的这口
大井，可谓“双峰第一井”。

8月6日， 记者到达吴湾村时，这
口井还在继续深挖， 村民龙石林说，
再淘空10米，就可以供邻组的水了。

大井目前每小时出水60吨， 可供
龙桥组200多亩农田灌溉和村民生活
用水，而投资成本已达30万元。

令记者惊讶的是，如此“昂贵”的
井，竟是由龙桥组村民自发筹建的。

从7月17日起，龙桥组的池塘再也
抽不出水了，一些水井也渐渐干枯，唯

有村头的一口老井还能抽出水来，但
也难以保证全村人畜的生活用水。

大家一合计， 决定把这口井挖大
些，龙石林牵了个头，预先垫付了6万
元钱。龙桥组有村民140多人，大家同
意按人头算每人先凑500元。乡政府也
表示支持，但是也没太多资金补助，大
家又找信用社贷了几万元。

7月23日，打井开始了，有壮劳力
的家庭都要出人打井。

井越打越深， 水却不见多起来，
大家不甘心就此放弃， 咬牙坚持下
去。7月30日，水突然冒了出来。

从7月31日起，龙桥组的村民开始
抽水灌田。组里制定了一张抽水表，一

天24小时轮流抽水， 大家都严格遵守
秩序，违反秩序的将取消第二轮抽水。

大井还在继续深挖，筹集的资金
却远远不够。

“我们没有等靠要，想要自力更
生，但是打井成本实在太大，希望政
府能支持一部分。”龙石林说。

就在8月6日下午，龙石林得到一个
惊喜。当天，省林业厅的抗旱救灾督查组
看了这口大井后，厅长邓三龙当着村民
的面表态：“从办公经费里挤出10万元
给龙桥组打井。”

“乡里会给大家争取不少于5万
元的补助。” 在现场的印塘乡党委书
记徐孝泉也表态。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万建文

8月6日下午1时，记者来到常德市
鼎城区许家桥回族维吾尔族乡麻家巷
村， 见几个年轻小伙忙着从一处水洼
里抽水。原来，他们在帮村里留守老人
灌溉稻田。 看着自己家2亩多稻田得
救，70岁的罗新标老人笑得特别甜。

“这个小水坑能有多少水呢？”记
者问。“可别小瞧了这个小水坑，这可是
30年前省里地质勘探队开挖金刚石后
回填的矿眼。”罗新标告诉记者，他们这
个丘岗小村，因连日干旱，又无其他灌
溉水源，眼看绿油油的稻子就要“渴”
死，乡干部想到了一个“土”办法。

10多天前， 联村乡干部围着麻
家巷村走了个遍。“这里从前是矿区，

在农田附近， 我们找到3处勘探队当
年填埋的矿眼。” 许家桥乡党委书记
吉定辉介绍，这些矿眼，连着地下的
“水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密集。

目标确定后， 乡村干部连夜组织
大型机械对矿眼进行开挖， 十几米下
去，还真有地下水突突翻涌，很快形成
小型“蓄水池”。 记者在现场看到，3处
“池子”呈三角形分布在村里，“池面”直
径都在6米以上。

“一个蓄水池一般能供2台抽水
泵抽水，现在放了6台，30多分钟就能
将水抽干，必须关机5分钟，等地下水
渗出后再抽。” 村里党员杨道枝告诉
记者，他已在一处“池子”旁值守了5
天。3个“蓄水池”如果有规律地抽水，
能保800多亩稻田有水“喝”。

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乃继辉 葛增如

8月1日中午， 碗大的泉水流进了即将开裂的
稻田， 双峰县经开区印泉村的50多名村民站在田
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家的8亩中稻又喝上了水，这次真的有救
了，搭帮政府帮大忙”，今年61岁的谢新元站在水
田里高兴地说。他身旁，印泉村干部谢怀安正组织
村民，轮流有序向田里抽水。20分钟可以浇一亩稻
田，再过67个小时，全村3个组的200亩稻田就可以
遍“喝”一次水。

7月31日下午， 印泉村老屋等3个组村民到印
泉村支书谢满堂家反映情况， 正抽穗扬花的中稻
严重缺水，有的稻田开裂。谢满堂一边向经开区反

映情况， 一边安排干部察看受旱情况， 并组织组
长、党员商量抽水的办法。当即决定，与相邻的印
塘乡宋江村联系， 重新启用宋江河一处废弃12年
的电排提水井，抽水浇灌200亩稻田。

当日上午，在县经开区、县水利局的支持下，
筹措资金3万元。 购买了一台大功率远程潜水泵、
3000米碗口粗的白色水管， 县电力局重新架设
200米三相供电线路。 闻讯赶来的50多名村民，有
的背来楼梯，有的搭架子，有的发管子，有的连接
管子，有的帮助安装潜水泵，有的帮着拉电线。

人多力量大。不到两个小时，3000米长的水管
全部架设完好，在太阳的炙烤下，像一条白色长龙
爬山坡、跨河流、越田野，腾空而起。 当天中午12
时，谢怀安按下送电按钮，扁扁的水管憋足了劲，
电排提水井里的泉水直往上蹿。

苦 旱

双峰“第一井”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张晶 通讯员
贺欣初）离中稻收割还有20多天，连日来，石门县
举全县之力，采取分片包干、疏通沟渠、查渗堵
漏、调水分水、抽水灌溉等多种举措，全力确保正
处于开花结实期的20多万亩中稻大旱之年丰收。

自7月份以来，石门全县干旱少雨，严重威胁
20多万亩中稻的开花结实。该县农业、水利部门
和各水稻主产乡镇协同配合，制定科学有效的用
水抗旱方案，充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工程所形成
的水库联网效应， 将7座中型水库的蓄水统一管
理，统一调度，统一灌溉。该县蒙泉水库是全县最
大的中型水库，大坝于2011年除险加固后，总库
容达到6000多万立方米。自去年汛期以来，水库
严格按照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要求， 确保
124米的溢洪高程， 多储存了600多万立方米的
水量，相当于一座小一型水库的贮水量。这在大
旱之年派上了用场。7月下旬以来，该水库除向首
桥、寺垭等小型水库调水外，截至8月7日，还贮水
3400万立方米。 水库管理所所长谌兵元介绍，这
3400万立方米贮水基本上可以保障库区3万多
居民的生活用水和6万亩中稻20多天的抗旱所
需，灌区6万多亩水稻可保丰收无虞。

与此同时，该县农机部门所属10个农机管理
中心已分别与所属乡镇政府联系，成立13支农机
抗旱服务小分队，投入到抗旱救灾一线。全县23
个农机代办点也组织了近3000台各类水泵供应
抗旱市场。

石门
力保20万亩中稻丰收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许群飞
郭鹏）针对当前严重旱情，8月1日，永兴县将全
县抗旱应急响应由Ⅲ级升为Ⅱ级， 全面做好抗
大旱、抗长旱各项准备。全县主要江河和大中型
水库纷纷调整工作重心，无条件服从抗旱大局，
全力蓄水保灌溉。

今年6月以来，受持续干旱天气影响，永兴县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4.5万亩， 部分地区出现饮
水困难。为减少灾害损失，县领导带头到一线，组
织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抗大旱。 根据灾情变化，该
县逐步增加抗旱资金投入，目前已增至1000余万
元，用于人工增雨作业、采购抗旱机具和旱粮种
子等。各乡镇纷纷成立抗旱服务队，组织村民抽
水、引水。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切实搞好服务，维
护抗旱机具，为饮水困难群众应急送水，引导种
植低耗水、耐干旱作物。目前，全县共组织劳力3
万余人投入抗旱，已整修病险水库41座，疏通渠
道280公里， 浇灌稻田近6万亩， 并缓解了1.7万
人、7300多头大牲畜饮水难。

永兴
投入千万元资金抗旱

本报记者 廖声田 向国生
通讯员 覃玉萍 杨韬

“通水啦！通水啦！”8月6日凌晨5时，张家界市永
定区合作桥乡覃家山村桐木峪山野中一片欢呼。 时
隔五天，汩汩清泉再次翻越山岭，沿着近10公里的官
峪干渠，向四面八方几近干涸的农田欢快而去。

桐木峪是武陵源协合水库官峪干渠的必经之
路， 山谷间原有212米的倒虹吸管连接， 管身为
Φ500钢筋砼预制管，被当地称为灌溉“生命线”。
可由于运行时间长，严重老化，时常渗漏。 8月1日
下午，因高温暴晒，管身突然炸裂，造成输水中断。
持续高温干旱，正是秧苗抽穗扬花关键期，干渠下
游合作桥乡5个村的4000亩农田危在旦夕。

“想尽一切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抢通。 ”8月2日
上午，永定区防汛抗旱副指挥长、区水利局长欧跃
元接到险情报告后， 立即带着水利技术人员赴现

场查勘 ， 最后确定更换为工期短 、 通水快的
Φ400PE塑管，并从抗旱经费中拨20万元专款，用
于购买调运水管和下游渠道、隧洞全线清淤。

8月3日清晨，抢修战斗打响。 在山谷间的荆棘
丛中，水利局、抗旱服务队、水库管理所的50多名干
部职工筑台基、架设水管，白天热火朝天，晚上灯火
通明，吃饭睡觉都在施工现场。

“大管径PE塑管抢修倒虹吸管工程，在山区尚
属首例。 ”区水利局总工程师宋春元介绍，紧急从外
地调运管材、配件和安装设备，压力如何控制和两
段如何衔接，必须一一精确计算。

而在官峪干渠下游，利用断水间隙，合作桥乡
15名乡干部组织200多名群众不间断作业，开渠清
淤、疏通隧洞全线铺开，确保充分灌输。

经过干群三天三夜的鏖战，于6日凌晨，桐木峪212
米PE管安装架设完毕， 下游8589米渠道、80多米隧洞
疏通清淤同期完成，哗哗渠水再次涌进农田。

鏖战桐木峪

8月6日，吴湾村村民齐心合力挖井取水。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王玖华 摄影报道

矿眼“淘”水

———黑牛饲养员的一天

“白龙”润稻田

连续高温致使铁龙农业科技园里牧草严重受旱，被迫提前收割。 赵持 摄

易柯南

“俺活了60多年，也没有见过这
么大的旱情，看着稻田干了，我们真是
急啊！ 幸亏市里及时调来了抗旱设备
抽水，真是帮了我们天大的忙！”日前，
醴陵市东富镇高土坝村的李大爷，激
动地指着移动泵车无限感慨。

在现场，村民们一会围在移动泵
车旁，一会看看渠道内涓涓流淌的河
水，不停赞叹着：“这终于解决我家水
稻缺水的问题了。”村支部书记黄升桃
介绍，高土坝村虽然位于渌江旁，但由
于位置较高， 有水抽不上来。 全村共
800亩稻田， 这一向的旱情持续了30
多天，有600多亩稻田受到严重影响。
乡亲们心急如焚， 他们试着给市抗旱
服务队打电话求援。当天，醴陵市抗旱

服务队就来了，还带来了水泵，缓解了
这600多亩水稻的抗旱需水。

“在得知黄土坝村的旱情后，市
防指马上安排我们抗旱救灾。” 正在
现场值守的市抗旱服务队工作人员
肖持介绍说。通过现场勘查，他们确
定：从邻村建新村渌江河段通过两级
提水至渠道首端， 然后再通过2公里
渠道自流输水至受旱稻田。市抗旱服
务队马上调派一台移动泵车、水管等
设备到作业点，搭接电线、布管、试机
上水，忙到晚上11点多。现在安排2名
队员与村干部24小时轮流值守作业
点， 估计还需持续抽水作业一周左
右。

目前， 醴陵市水利局出动人员
260人，抗旱服务队动用所有设备，持
续奋战在高温酷暑中。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周永兴）7月以来， 江永县抽调1000多名县乡机
关干部组成“抗旱农机服务队”、“党员送水队”、
“民兵突击队”等10多个抗旱服务小分队，深入全
县行政村。根据各村旱情有针对地组织维修水毁
工程、打井找水、推广节水抗旱技术等，科学抗
旱。 到目前，该县投入抗旱资金672.5万元，投入
抗旱机械4050台（套）。 各小分队维修水毁工程
25处，打灌溉井4000余口，新拓水源10余处。

江永
打灌溉井4000余口

平江
推行领导包干责任制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江波 长征 欧阳良）“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办
法，全力以赴打好抗旱硬仗，尽最大努力将旱灾
损失降到最低！”昨天上午，平江县委书记王洪斌
在全县作风建设半年讲评会上，再次向全县干部
发出了动员令。

7月以来， 平江县27个乡镇遭受近年罕见旱
情。面对旱情，该县实行县级领导包乡镇、单位帮
扶、乡镇干部包村责任制，组织8.9万人次，采取
打堵围堰截水、开沟开渠引水、架梗设槽渡水等
方式开展生产自救。共维修渠道11.6千米，打堵
围堰1200多处，开沟修渠8800米。县乡财政投入
抗旱经费520万元，维修机电泵站512处，增添机
动提水设备6940台套。 县财政拨出专门经费，对
云层变动情况全天候监控， 随时准备人工降雨。
同时追加“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优先解决农
民最急需的水利设施问题。

泵车“解渴”
发送柴油6万余吨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郑琦
谢小飞 万锦兰）8月5日16时，一列满载3000吨柴
油的专列驶出长炼装油台， 开往旱情严重的邵阳
市。 近10天内，长炼通过管道、铁路、公路等运输渠
道，向灾区发送柴油60000余吨，有力地支援了我
省抗旱减灾。

鉴于旱情严峻，长炼主动增产柴油，加快产品
出厂速度，保障地方抗旱用油供应。 目前，长炼原
油加工量已提升至日均22000吨， 主产柴油的催
化、渣油加氢装置满负荷运行，渣油加氢装置加工
量已提升至设计负荷的110%。 技术部门努力优化
装置运行，提升柴油产率。 目前柴油日产量已达到
9700吨的历史高峰。

长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