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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义坪村， 娄底电业局员工在帮助群众安装抽水泵。 进入旱
期以来， 该局成立52个抗旱保电服务队， 奔赴旱情严重地区， 确保农民抗旱用电。

郭国权 郑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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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超 向国生
通讯员 黄杰 李伊芳

8月8日， 为帮助乡亲们抗旱、
连续18天坚守而累倒的慈利县许家
坊土家族乡麒麟村支书赵代礼刚刚
病愈， 又投入炙烤的“战场”。

“水稻正在‘灌浆’，一天不落
雨，一天不能松。”被烈日晒得黝黑
黝黑的老赵即使躺在病床上， 也惦
记着全村近300亩稻田。 他说， 幸
好村里在2009年的“小农水” 建设
中修了1个40千瓦的电排站和1座能
蓄水100多吨的水塔。

7月16日开始， 由于连续干旱，
村里的水稻眼看着快要“渴”死。 一
直照料病重在床的妻子的老赵， 一
边叫回在外打工的女儿照顾母亲，
一边检修电排， 准备抽水灌溉。

电排房是个矮小的水泥屋，每天
炙热的阳光将这里烤成了蒸笼，而老
赵一天要在“蒸笼”里挥汗作业10余
次。 每隔2个小时就得往电排里加机
油，高温下的电排线路经常发生“短
路”，需要及时检修、重新启动，时刻
不能离人。从溪河里好不容易把水抽
到水塔，又得严格按计划分水、赶水，
最终浇灌到干涸的稻田里。

起初， 乡亲们求水心切， 都想
着早些给自家田注水， 一度曾发生

争执。 但有老赵日夜把守、 公平分
水， 大家都服。 可这样一来， 却累
苦了赵代礼。

8月3日中午时分， 电排又一次
停止运转。 老赵顾不上吃饭， 又一
头扎进近乎窒息的电排房里抢修。
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 电排再次启
动， 日夜操劳的赵代礼只觉双腿一
软、 两眼一黑，“扑通” 一声瘫倒在
地……乡亲们闻知， 都纷纷赶来看
望。“我们这里不缺水， 多亏了赵书
记‘拼命’！”村民们既感到自豪， 又
心疼他们的“拼命支书”。

医生建议年近60的老赵多注意
休息，可他却说：“旱情这么严重，在
家里睡不踏实！”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吴建波
罗意化 记者 周小雷）“水来了，我
们再也不愁没水喝了！感谢武警官
兵！”今天，长时间遭受严重干旱的
新邵县坪上镇竹山村, 村民们齐聚
村头激动不已。在武警邵阳支队的
帮助下， 一条长达2公里的水渠穿
过悬崖峭壁，被引到村头，让该村
彻底告别了靠天吃水的日子。

竹山村四面环山，位于峰峦叠
嶂的竹山深处，饮用水大多时候只
能靠蓄积雨水。 今年大旱发生后，

村民们的饮水更加困难。支队官兵
在送水过程中获悉村民用水困难
后，又开始琢磨从附近的山泉中挖
渠引泉。

8月6日，支队一中队70余名官
兵展开了行动，大家顶着炎炎烈日，
用锄头、铲子、十字镐和簸箕挖土、
抬土，许多官兵的手磨起了水泡，仍
不声不响地参加劳动，没有一人叫
苦叫累， 经过2天的紧张劳作，今
天，官兵们终于开通了水渠，引来了
水源。

通讯员 彭司进 谭浩伟
本报记者 彭业忠

8月7日早晨，保靖县碗米坡镇陡滩村，75
岁的土家族村民全运坤，从屋后的临时蓄水池
里，挑了两桶水回家。“这水来得太不容易了。”
村支书黎正国对记者感慨道。

7月16日，陡滩村的依洞溪自然寨就断了
水，地里的包谷苗枯死了，水稻田里裂开的缝
隙可放进人的拳头，101户510人没有水吃，很
多村民只得从3公里外的蒙胴溪里背水喝。

7月17日， 黎正国就与30多个村民们，分
头寻找水源。 在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丛林中，
辛苦地找了10多天，都无果而返。

7月30日， 黎正国又召集村民们开会商
议。会上，年近6旬的彭明贵说：“生产队时，我
记得天堂坡上的天坑湾，有个‘一碗田’，那里
经常有水，水位又高。”几位老年村民的记忆也
被唤起，都赞同去天坑湾找水。大家立马出发。

下午4时左右，只吃了一餐早饭的村民们，
累得汗流浃背，宋太明、彭正明、彭明迪，一起
在树丛中躲荫休息，隐隐约约地，听见身后的
岩石缝中传出了“哗哗”的水响。3人一同将耳
朵贴近石缝静听，水声便越来越大，3人一同惊
喜地说道：“这里有水！”

水源终于找到了， 但距离依洞溪组有3公
里远。碗米坡镇镇长滕建志和黎正国，当天就
赶到县水利局汇报。水利局特事特办，给村里
送来了3000多米的水管。

村民们又自发凑了3200元， 从县城里购
买了一台凿岩机。8月1日早晨5时多，40多个
村民便开始凿石开挖水道和铺设水管，一直干
到晚上8时。

8月2日下午5时，水道挖通，清冽的泉水
展现在村民们眼前，大家饱饮了一顿。8月3日，
3000多米长的水管铺设完毕。晚上7时，甘泉
水通到了依洞溪，500多人有水喝了。

“清甜”扛进百姓家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全 肖杰

“戴爹，水来了！”
8月8日上午， 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镇干部林昆

肩扛手提两个各25公斤重的水壶， 满头大汗走进维
新村四组戴永柏老人家里。 戴爹一边不停地说“谢
谢”，一边拿出自己家的水桶，倒换掉水壶里的水。

“真的感谢政府，天天给我送水上门！”
连续多日的高温干旱， 让良心堡镇部分水井干

涸， 该镇5个没有通上自来水的村落有300多户1200
多名群众严重缺水。良心堡镇以定时定量定点的方式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 但仍有部分远离供水点、行
动不便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用水困难。

“我们送水上门。”该镇党委、政府做出决定。从8
月2日开始， 该镇机关11名年轻干部组成送水分队，
分两班每天为这30户共59人上门送两次水。

每天上午8时前，送水队员都会用镇政府的自来
水，将22个能装下25公斤水的水壶灌满，然后装上一
辆皮卡车，为那30户群众送水。

有的地方皮卡车开不进去， 送到群众家中只能
靠肩扛，近的十几米，远的超过百米。为了将清澈的
自来水送到群众家中， 送水队员每天都要扛着25公
斤重的水壶下坡过沟。

7天来，这个送水分队已经为群众送水7.7吨，解
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让”得江水入静河
易劲军 徐亚平

“来水啦，来水啦！”8月7日21时，水哗哗地流向
湘阴县静河乡板塘村干涸已久的稻田， 村民一片欢
腾。该乡乡长胡建龙说：“这水是樟树镇‘让’给我们
的。”

持续高温少雨天气致使静河乡3000多亩农田
旱情严重，其中板塘、长征、水山3个村1300多亩高
岸田晚稻至今无法栽插。 与静河乡紧壁贴邻的樟树
镇，通过樟树泵站从湘江取水，旱情得到缓解。但该
镇也不“宽裕”，因为樟树泵站要供应该镇19个村的
近2万亩稻田，目前仍有1600多亩稻田已“晒丘”半
个多月，等水浇灌。虽然自己“喝”不饱，但也不能看
着“邻居”遭干。8月6日上午，樟树镇镇长左一峰主动
找到胡建龙，支援静河。两个乡镇迅速召开联合协调
会，商量怎么分水，并达成一致：排好档期，加强管
理，轮流供水，哪里旱情最严重，水就优先送到哪里。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张义东 雷琼

8月5日中午，热浪袭人。记者来
到辰溪县潭湾镇覃家塘村秧田垅，
映入眼帘的是抽穗灌浆的禾苗，有
的稻穗已“掉边黄”。

蜿蜒的小溪， 沿线摆放着几台
抽水机。杨树下，一台嗡嗡直叫的抽
水机正在抽水。 守在机子旁的村民
覃运好对记者说：“感谢镇里搞‘西
水东调’，将杨溪水库的水引到了这
里， 如果没有水源，2亩稻田将绝
收。”

“西水东调”？记者听了疑惑不
解。

“我们将桐山溪流域水库的水，
调到了王坪桥流域抗旱，群众称为‘西
水东调’。”潭湾镇镇长张军解释。

据了解， 沿线在抽水的小溪叫
王坪桥溪， 上游有2座小型水库，负
责灌溉覃家塘、 王坪桥2个村800余

亩稻田。 去冬今春，2座水库因除险
加固蓄水少，7月初就见了底。 为了
寻找灌溉水源， 镇干部受南水北调
启发，搞了个跨流域调水：将桐山溪
流域上游杨溪水库的水， 通过小溪
流到覃家塘村口的溪坝， 再调入王
坪桥溪。

记者沿着硬化路，来到200多米
外的村口， 见一座五六米长的水泥
坝横在溪里， 上面整齐摆放着高约
1.2米的2排水泥砖，内侧覆盖有厚塑
料纸，很少有水外流。

“别看不起眼，它可是‘西水东
调’关键工程。”张军介绍，溪坝是半
个月前加高的，水位升高，倒灌进小
溪里，只要一次提灌就可入田。

覃家塘村支书汤安喜接过话
说，先前要抽两次水，现在筑了坝，
一次提灌就可入田了， 油耗省了一
半。

据悉，“西水东调” 保证了覃家
塘、王坪桥500多亩稻田的灌溉。

“拼命支书”

本报记者 张相河
通讯员 胡域 谢汶倩 徐娟

“哒哒哒”的拖拉机声， 是大田
村旱灾中最动人的音符。

龙山县茨岩塘镇大田村是个土
家族村落， 依山而居， 饮水不便，
多年不遇的干旱， 更使井水枯竭，
村民们取水需到3.5公里外的山下。
尤其是11名空巢老人和17个留守儿
童， 取水一次得花上4个小时。 就
在老人孩子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村
里的共产党员彭继亮开着拖拉机送
来了泉水。

彭继亮去年入党， 家里有一辆
拖拉机。 随着旱情加剧， 他便萌生

了用拖拉机给老人送水的想法 。
“老人背水苦。 我是党员， 我拖水
给他们送去。”

从7月21日这天开始， 每隔三
四天， 彭继亮就会开着拖拉机和妻
子一道到山下给老人们拖水， 然后
把老人们家里能够盛水的容器全部
装满。

8月7日， 骄阳似火。 上午10
时， 彭继亮和妻子开着拖拉机， 第
5次去给老人们拖水。

取水点在山下公路旁的水渠，
从山洞中流出的泉水清凉无比。 铺
在车厢里的长筒薄膜的一头已被捆
紧， 形成了一个大口袋。 罗玉莲舀
水， 彭继亮倒水， 一桶水不到15秒

钟就装进了车厢里。“一桶水重约15
公斤，车厢能够装下130多桶，大概2
吨水左右。”彭继亮说。 他把口袋
的另一端也紧紧地捆住， 水就像装
在一个密封的大容器里了。

“哒哒哒”的拖拉机声在山中
回荡。 到寨上了， 听到熟悉的声
响， 20多个老人小孩每人提着几

个大小不一的桶子， 从家里拥了
出来。

袁水莲老人行动不便， 彭继亮
便把水亲自送上门， 老人很是感
动。

彭继亮义务送水的事迹在山中
传开， 许多党员纷纷行动。 全镇21
个村5183户无一家断水。

“送水党员”

民兵预备役 抗旱当先锋

武警挖水渠 山泉引进村

“西水东调”
天堂坡上引甘泉

湘潭湘潭

邵阳邵阳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张晶
通讯员 姚瑶 彭美君

8月 8日， 桃源县气温高达
41.2℃， 这是该县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 对久旱无雨的桃源无疑是火上
浇油。

溪沟断流， 稻田开裂， 水库干
涸， 不仅影响到桃源39个乡镇出现
不同程度旱情， 特别是沙坪、 牛车
河、 茶庵铺等10个乡镇农作物受旱
严重， 部分群众饮用水也出现了困
难。

这一天， 正在汉寿县指导抗旱
救灾的常德市委书记王群， 得知桃
源的情况后又急赴桃源勘灾。 桃源
县茶庵铺镇2.1万亩茶叶， 是全镇的
主打产业。 由于地势高， 无法补充
水源。 望着大片大片的“摇钱树”
慢慢地枯萎， 群众痛在心里， 干部
急在心里。 王群来到茶庵铺镇， 就

径直走进了旱情最严重的三元潭
村。

为了救活三元潭村的茶园， 茶
庵铺镇调集了一台大型挖掘机， 镇
干部和茶农们在河床边挖开了一个
100多平方米大、 10多米深的大坑，
用3台大型抽水机从距离茶园几百
米的夷望溪把水引进水坑， 再用数
台小型潜水泵将水抽上山。

在一片完全枯死的茶园里， 王
群询问了茶庵铺镇抗灾自救的情
况， 随后又走下山， 查看水稻受损
情况。 他一再叮嘱镇村干部， 一定
要确保人畜饮水安全， 在水源有限
的情况下要引导村民有序取水， 要
想办法把农作物和农民的损失降到
最低。

记者离开茶庵铺时， 已是夜晚
10时， 沿途不少男女老幼提的提水
桶， 端的端脸盆， 在火把的照映
下， 勾勒出了一幅壮观的抗旱图。

“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张国科
何乐为）“作业条件稍纵即逝，在操
作过程中一定要快速、准确，还要
注意安全……”8月7日一大早，湘
潭军分区政委孔雪兴一行来到湘
潭县排头乡严冲水库人工降雨点，
坐镇指挥。上午10时许，湘潭县射
埠镇涓水水电站机埠发生故障。接
到求助电话后，孔雪兴又率领该县
民兵抗旱服务队驱车前往。 经过5
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成功将故障
排除。

今年6月下旬以来， 湘潭市发生
了严重的旱情。 湘潭军分区闻灾而
动， 抽调1000多名经验丰富的民兵
预备役人员组成60支抗旱服务队活

跃在田间地头，负责各大水库、灌区、
支渠和河流的用水管理和农作物的
抗旱服务，充当抗旱先锋。服务队设
立了专门的办公地点，开设了服务热
线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民兵人工
降雨分队先后发射降雨炮弹270发。
同时， 在全市主要河流、 渠道、 水
库派驻队员， 定点进行水位观测、
调度、 取水、 清淤及机埠管理， 并
抽调技术人员组成流动小分队，
深入各村组巡查， 进行抗旱技术
指导， 及时解决问题。

截至目前，湘潭全市民兵预备
役抗旱服务队已义务维修灌溉机
埠300多台， 巡渠护水800余公里，
为群众送水2000多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