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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 组建抗旱小分队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今天，芷江侗族自治县罗旧镇抗旱服务小分队
来到枞树溪村， 利用2台大型抽水泵把百米外的氵舞水
河水抽上来。

面对严重旱情，芷江县委、县政府实行县级领导包
乡镇、乡镇领导包村、县直部门包挂钩乡镇、村，村干部
包组，干部包重点户的“五包”责任制。同时，抽调农业、
水利、农机、电力等部门技术人员组成了112支抗旱服
务小分队分赴抗旱第一线，帮助农民打深水井、维修电
排泵站、清理渠道、架设线路、送水解困、提供抗旱物资
等帮扶活动，开启可利用的库、塘、井等水源进行抗旱。

在抗旱服务队的帮助下，芷江10万余名干部群众积
极抗旱自救，投入机电井7429眼，启动提灌泵站242处，
清淤、疏通、整修渠道28.8万米，抗旱浇灌面积累计达18
万多亩，临时解决了28000多名农村群众饮水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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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地处灌渠末端，“尾水”最不得地利：前
面“喝”足了，“尾水”也未必有水。

遭逢大旱，“尾水” 往往是意见的多发
地：蓄水保守、渠道失修、放水不公，都可能
引起百姓的意见。

8月6日， 记者沿着双峰县江边水库的
灌渠，来到地处“尾水”的荷叶镇清泉村。

一反常态，这片“尾水”静悄悄。
烈日下，多数稻田已脱水。灌渠里，早

已滴水不剩。
种粮大户熊沛国站在田埂上， 一筹莫

展。他的30多亩中稻正在抽穗，眼看就要到
手，却“旱”在节骨眼上；70多亩晚稻，多数
已经开坼。

“今年种田亏大本，要怪只怪老天爷。”
熊沛国说，水库放水的那一阵，100多名镇
村干部为群众守水，晚上就睡在渠道旁，不
怕天热蚊子咬； 有的干部还摔伤了胳膊和
腿，“人心都是肉长的， 农民还有意见就是
不知好歹了。”

江边水库是小Ⅰ型水库，灌溉荷叶、井
字两个乡镇1.8万亩稻田。 虽然总库容有
600万立方米，但今年上半年降水量少，江
边水库至6月底还只蓄水300万立方米，灌
溉能力大打折扣。

7月初，旱象刚露头，县水利局就专门
向种粮大户通报水库蓄水情况， 让大家知
道“家底”。7月中旬，县水利局派副局长葛

增如主持江边水库分水，做出“压头水，保
尾水”的灌溉方案。

沿着江边水库的灌渠， 先过32公里主
渠，再过8.5公里支渠，才抵达真正的“尾
水”———清泉村。

7月24日，水库放水保“尾灌”。100多
名镇村干部齐上渠， 每个闸口安排两名干

部，日夜值守；考虑到留守村民以老人、妇
女、小孩居多，晚上守水村民全凭自愿。熊
沛国就自愿参加了两个晚上的值守。

水放了3天3夜， 多年失修的水渠一路
渗漏，水到邻村就断流，清泉村没有灌一丘
禾。

“水没进村，垂头丧气。”熊沛国说，当

时大家情绪虽有点激动， 但乡村干部的辛
苦，个个看在眼里。

“我们也觉得愧对清泉村。”荷叶镇政
协联工委主任贺铁坚说。水库的水没进村，
镇里决定帮清泉村打井。

河、塘、渠、坝都干了，水源在哪里呢？
“顺着干枯的涓水河，就在河底打井。”

葛增如发挥“老水利”的经验，指挥挖机作
业，很快就打出水来了。抗旱队连续打了16
口井。

村民龙阳梅的6亩晚稻刚刚脱水。7月
28日，她安好潜水泵，用直径10厘米的水管
抽水进田， 当天就把自家的田全部灌了一
遍。

抽地下水灌田， 最多的一口井安放了
11个潜水泵。仅4天，16口井全部抽干见底。

晴热、高温、强蒸发，灌一次水只能保3
天。8月1日，镇里又调来挖机，顺着已打的
16口井继续深挖，再次打出水来。

井里又有水了，但引水扬程高了。龙阳
梅更换成直径6厘米的小水管，又勉强灌了
一次田。

记者到达清泉村时， 涓水河底的井已
打至5米多深。 虽然潜水泵换成更细的水
管，但再也抽不出水来。

大旱当前，远近均无水抗旱。
眼看一丘丘稻田脱水、开坼，熊沛国双

手一摊， 无奈地说：“干部群众， 都已尽人
事，只能听天命了。”

河底是无水的井，田垄站着无语的人。

本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玖华 乃继辉

8月6日15时，烈日当空，双峰县梓门桥
镇千金村53岁的村委会主任黄爱和穿上袜
子和雨鞋，开始巡查千金水库土渠。

“这种天气穿鞋袜做事实在太热，但是
没办法，脚受伤了，怕沾水发炎。”7月31日
21时许， 黄爱和在看水时被毒蛇咬伤右脚
一个脚趾，自费2000元打了蛇毒血清；8月
3日上午，坚持带伤看水的他，又不慎摔伤
了膝盖、脚踝。

简单处理后， 黄爱和还是不愿下“火
线”。他说，越是大旱，越要管好水，千金水
库价值“千金”。

千金水库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原水
库管理所所长聂炳发在此创造了一套特别
的管水用水方法： 用渠系把水库与塘坝连
成“长藤结瓜”，构筑联合灌溉网；放水遵循

“六先六后”、“下接上送”等原则，确保滴水
入田。

这些做法非常适应山丘区灌溉特点，
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千金
水库的灌溉面积由当初设计的4400亩扩
大到1972年的7600亩，在历年抗旱灌溉中

屡立奇功。“千金”灌区以“北有大寨，南有
千金”之誉闻名全国，日本、越南、老挝等国
曾组团来千金水库参观学习。当时，湖南日
报以《巧管“千金”水 增产万担粮》为题，在
1973年2月22日的农村版， 用一个整版对
“千金”灌溉经验进行了大力推介。

带着剪报，追寻40年前老报人的足迹，
记者在此发现，“千金” 灌溉经验至今仍然
在发挥巨大的抗旱作用。灌区内一路走来，
只要是水能放到的稻田， 没有看到干死一
丘禾。

千金水库管委会主任宁智泉说， 千金
水库灌区现在灌溉梓门桥、沙塘两个乡镇1
万余亩农田，这既得益于“长藤结瓜”不断

发展———过去限于条件被“孤立”的一些高
塘，现在用抽水泵与千金水库相“连”，灌溉
能力增强；也得益于灌区老百姓对“六先六
后”、“下接上送”管水用水原则的秉承和坚
决维护，把每一滴水都放进田。

7月以来，旱情渐重，“千金”灌区便按
照“六先六后”中的“先塘水，后库水”原则，
前期先尽量放干山塘进行灌溉， 免得塘水
因蒸发枯竭而白白浪费， 与此同时尽量增
加千金水库蓄水；后期，再放库水补充到空
山塘继续灌溉，源源不断。正因如此，千金
水库到现在每天还能放水4万立方米，“以
这个流量还可以继续放半个月”。

而“下接上送”就需要黄爱和带着村民

们日夜劳心费力了。聂炳发时代就提出，灌
溉按计划用水、“一把锄头”管水；千金水库
放水时，上游过水村要负责“送”水，防止渠
道漏水和村民私开放水口子； 下游用水村
则要在过村渠道上“接”好水，尽量减少浪
费和用水纠纷。

黄爱和所在的千金村， 是所有用水村
的上游。 村里安排两批人马， 日夜轮班上
渠，目前已经连续“送”水近20天。“辛苦是
必然的啦，但‘下接上送’是我们坚持了几
十年的传统， 老一辈创造的经验既然很管
用，就应该老老实实去做。如果我们千金村
用了‘头水’就不顾别人了，只怕大家都会
来抢水，到头来都用不到水。”黄爱和说。

株洲 添置水车保园林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沈舒丹）持

续干旱危及城市园林树木花草。8月7日，株洲市紧急购
置了10台绿化抗旱水车投入城区绿化抗旱保苗， 今天
正式上街洒水运行。

目前，该市包括公园、广场、城市道路、高架桥绿化
带及社区、厂矿、单位在内的绿化面积约1500万平方
米， 每天200多个台班洒水车、1000多位园林工人，专
职为这些绿化服务。

汉寿 多级提水辟水源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 曹丽君

刘术刚 )“我这几亩晚稻有救了”。今天一大早，一股清
水流进汉寿县太子庙镇龙津村村民老刘6亩多受旱的
晚稻田，老刘高兴不已。两天来，镇政府在太子河段抢
筑拦水堤，然后从外河提水进太子河，再从太子河提水
到上游的粟家坝，眼下，已基本解除坝下2000来亩农
作物抗旱之忧。

旱情发生后，汉寿县及时启动“外江引水、提水抗
旱”预案，要求撇洪河沿岸缺水的乡镇因地制宜，通过
提灌机具从外河提水到乡镇垸内的河坝溪沟， 然后从
河湖溪沟提灌到上游河坝或排灌主渠， 再通过小型水
泵提灌或自流进农田。从8月1日起，该县防指把150台
中型抗旱机具送到受旱乡镇， 并派出抗旱技术服务队
指导安装使用。眼下，该县毓德铺、崔家桥、百禄桥、龙
潭桥等10来个山丘区乡镇， 利用靠近撇洪河的优势开
展三级、四级提水抗旱，共组织近2000台抗旱机具，每
天从撇洪河主支流提水达50万立方米， 灌溉农作物面
积达6万亩以上。

茶陵 统一管水提效益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黄娜丝 记者 周怀立）连

日来，尽管持续干旱给抗旱带来很大压力，在茶陵县腰
陂镇的珍武村，村民谭六保却并不太紧张。因为，有专
门的干部管水，定期农田放水“解渴”。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水源的抗旱效益， 该县大
力实行“一把锄头”放水制度，规定农业用水由抗旱指
挥部统一调度，每个灌区聘请一个专人负责放水，按照
轮灌“先重点、后一般”、“先远后近”和间灌“7天灌输、5
天间歇”的原则执行。目前，全县已派出县乡干部3800
余人次上渠守水和下田间地头指导抗旱。

通讯员 唐文君

8月5日，大旱时节。笔者在新田
县大坪塘乡中和圩村见到，这里稻田
蓄满清水，禾苗青葱，令人大为诧异。

村民说，今年大旱，全村120多亩
晚稻还能有这么好的长势，这是村支
两委的“抗旱经”念得好。

村支书邓正康介绍说， 近10年
来，该村遭遇了多次干旱，村支两委动
脑筋，想办法，有了自己的“抗旱经”，
即：引水、管水、借水、保水、节水。

引水， 通过发动村民自愿集
资、向县水利、农业部门争取项目
和联系本村的县级单位支持三条
途径， 建起了引水渠和提灌站，购
买了提水设备，从新田河提水到村
里灌溉， 完善了水利基础设施。管
水， 村里实行管水权统一承包，提
水设备由承包户使用管理，按124
元/亩的价格由承包户负责提供整
个晚稻的生长需水，承包的费用实
行谁受益谁付费。这个办法得到了
全体村民的支持，实行了近10年，

村里没有出现过争水纠纷。 借水，
向临近的大凤头村按180元/小时
的标准“买” 水， 通过渠道引进
村里进行灌溉。 2011年， 村里的
提灌设备用坏了， 村里花3000元
及时买水灌溉， 救住了禾苗。 保
水， 水进入各户稻田后， 由村里
成立的专门保水队伍， 负责每天
巡查， 检查有无垮漏现象。 节水，
村委会组织挨家挨户宣传节约用
水， 同时发动群众开挖压水井，
确保群众饮水和生活用水。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夏建军
“多亏了抗旱支农志愿队， 不然200多亩水田就无法

插种下去了!” 8月5日， 看着水田中长势喜人的禾苗， 衡
山县马迹镇塘湾村种粮大户许祥华高兴地说。

许祥华今年流转了村里200多亩水田种植水稻，近日，
因自家劳力不足，出钱也请不到人手，晚稻无法顺利插播。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30多名支农志愿者来到了老许承包的
田头。他们顶着烈日，打着赤脚，帮着许祥华抛秧插田，个个
挥汗如雨，短短几天，就帮老许插播了80多亩水稻。

今年， 马迹镇早稻种植面积比去年翻了一番。 眼下，
“双抢” 碰上大旱， 农户普遍感到人手紧缺。 该镇以机关
干部为班底， 专门成立了一支50多人的抗旱支农志愿者
服务队， 帮助农民开展“双抢” 和抗旱。

道县 走好“抗旱三步棋”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盘林 阳满）

“我的中稻有救了，谢谢你们！”农民老何激动地握住抗
旱服务队阳组长的手说道。今天，伴着GY-100钻机的
轰鸣声，一股股清泉从地底流出，道县白芒铺镇龙岭头
村三组200多人的饮水困难和50多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得到解决。

日益加剧的旱情， 使道县41万亩水稻受灾，6万人、5
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该县全面动员， 积极稳妥走好找
水、管水、改种“三步棋”。县里安排经费1000万元，用于抗
旱设备购置、抗旱燃料补贴、水井打井奖补等；组建了由
水利、农业、农机、畜牧等部门组成的专业抗旱服务队伍，
直接深入村组、地头。全县共投入抗旱劳力13万人，寻找
水源，引水提灌，打井取水；加强对现有水资源的管理，全
面推行“一把锄头管水”，先灌溉后发电，先生活后生产，
科学管水，节约用水。与此同时，组织群众因地制宜改种
改制，由农业部门组织旱作物种子、化肥等，重点发展秋
玉米、秋红薯、秋蔬菜、秋荞麦等节水型耐旱作物。

这片“尾水”静悄悄

“北有大寨，南有千金”。本报40年前大力推介的“千金”
灌溉经验，至今仍在发挥巨大的抗旱作用———

“千金”泽被万亩田

衡山有支抗旱支农志愿队 中和圩村的“抗旱经”

8月6日， 双峰县荷叶镇， 村民在干枯的河道里挖坑取水。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