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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曹良海 周海鹏

8月12日下午， 隆回县雨山铺镇文
仙村村民文彩云， 来到自己承包的鱼
塘，站在开裂的塘底，望了望没有一丝
云彩的天空。

“由于旱得太久了，现在鱼塘的水
都放干了，如果再不下雨，不知水稻能
不能保住。 ”文彩云的话里透着丝丝焦
虑和担忧。

文仙村地势高，难以蓄水，村里又
没有河流经过，村里几百亩田都是靠山
塘灌溉。

“自6月底以来这里就没下过一滴
雨，持续干旱，使山塘干涸，人畜饮水和
田间灌溉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文仙村
党支部书记肖明祥说。

罕见的干旱也使文彩云陷入了两
难境地：乡亲们要放水灌田，她要蓄水
保鱼。

“吃饭比养鱼重要。”尽管鱼塘是自己
每年2000元承包了的， 但看到快要干裂
的稻田，7月15日，她毅然决定放水保田。

“年初投放的鱼苗眼看已经长到20
多公分长了，却没有办法保住。 ”看着自

己辛辛苦苦喂养的鱼漂浮在水塘里，文
彩云心里十分痛惜，“如果到年底，这塘
鱼至少可以卖一万多块钱，最后，只卖
了千把块钱，连本金都没有收回。 ”

肖明祥告诉记者， 文彩云家其实并
不宽裕，平时的收入主要靠儿子在外打工
和丈夫打点零工，收入微薄，一家7口还挤
在1988年修建的老房子里， 她自己又患
有椎间盘突出、颈椎炎等疾病，家里经常
入不敷出。去年她还投入一万多块钱对鱼
塘进行了清淤，本来以为靠着鱼塘的鱼能
在今年底卖个好价钱补贴家用。

然而，最令肖明祥敬佩的是，文彩
云出资挖的一口水井解决了村里近300
人的喝水问题。

“7月初，我们这里就没有水喝了，
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都要到三四里

远的地方挑水。 ”肖明祥说。
文彩云家也一样，没了水喝。 当时，

她手头拮据， 只有卖鱼所得的千余元
钱，于是，她和远在浙江打工的儿子商
量，要儿子寄钱回来打井。 儿子很快给
文彩云寄回来一万元钱。 有了资金后，
文彩云立即请来打井队选址打井。

刚开始，打井钻头钻进40米深都没
出一滴水，打井工人劝她放弃算了。

“当时是冒了风险的，如果没出水，
我这钱就全浪费了。 ”但想到自己和乡
亲们要到处找水挑水， 文彩云咬了咬
牙：“继续打，一定要打出水为止。 ”

当打到50来米深的时候， 已经出水
了，只是水量不大，但供自家用已经足够
了。

“井打得越深，出水量越大，或许还

能供邻居们喝。 ”于是，文彩云要工人继
续向下钻。

当打到58米深的时候，钻头再也钻
不下去了。

“现在这么大的水量足够你们一个
村用了。 ”打井工人的一席话让文彩云
吃了定心丸。

“打井、买水泵、水管再加上伙食费
花了1.2万元。 ”文彩云扳着指头算了一
笔账。

大家有水喝了，水井附近的水稻也得
救了，但是文彩云自己种的三亩多田却因
离水井太远，无法灌溉，全部干死了。

“这口井水量充足，24小时都抽不
完， 以后我们再也不要为喝水发愁了，
花的钱值！ ”58岁的文彩云脸上绽开了
笑容。

本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吴双江

电影和天气一样火热
8月的长沙， 仍是骄阳似

火。 与天气一样火热的， 是畅
销书作家郭敬明的导演作品
《小时代2》。 这部8月8日上映的
影片， 继 《小时代》 后， 再度
成为电影市场的热门话题。

在长沙， 这部影片也备受
追捧。 8月12日， 长沙沃美影城
共排播 《小时代2》 17场， 是该
影城当天放映场次的三分之一。
据影城售票人员观察， 该片观
众以青年学生为主， 由于恰逢
暑假， 这种热度还将延续一阵
子。 同一天， 《小时代2》 在长
沙王府井影城播映19场， 工作
人员表示， 观看的人挺多， 不
乏一家几口一起来看的。

据统计， 6月27日 《小时
代》 上映当天， 超过220万观影
人次以及7300万元的票房， 一
举创下国产电影首日的最高观
影人次及最高票房纪录， 并最
终收获4.8亿元票房。 与之相比，
《小时代2》 也不逊色， 凭借在
20大票房城市35%的高排片量，
首日票房超过5000万， 至8月12
日， 5天吸金1.83亿元。

“粉丝”捧起高票房
作为郭敬明的跨界之作 ，

《小时代》 和 《小时代2》 两部
影片拍摄制作成本仅4700万元。
上映后， 尽管不乏“无剧情无
亮点”、 “故事性不强” 等差
评， 但是票房一路高歌猛进。

“作为畅销书作家， 郭敬
明在青少年中影响力非同寻常，
他导演处女作的噱头已经完全
超越了电影本身。” 业内人士一
致认为， 是郭敬明成千上万的

“粉丝”， 捧起了高票房。
现实也是如此。 8月8日晚，

长沙沃美影城的 《小时代2》 明
星见面会上， 主持人问“有多

少人看过郭敬明的小说”， 现场
观众齐刷刷地举手。 甚至有观
众白天已看过电影， 晚上的见
面会后， 又重温了一遍。 还有
观众表示， 从郭敬明开拍 《小
时代》 发的第一条微博开始，
就一直关注和期待着。

除了郭敬明的影响力， 影
片的主演柯震东、 杨幂等偶像
明星， 都有一群“铁杆影迷”。
同时， “小时代” 系列电影不
论是前期的营销造势， 还是后
期的跟进宣传， 以及线上线下
的推广，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
果。 这些也是“小时代” 票房
不断高涨的原因。

“粉丝电影”问题需正视
其实， “粉丝电影” 在国

内电影界并不陌生。 2011年上
映的影片 《孤岛惊魂》， 由于有
炙手可热的演员杨幂参演， 那
部成本仅400万元的惊悚片， 最
后收获票房近1亿元， “粉丝电
影” 横空出世。

长沙沃美影城总经理郭炳
亮认为，“小时代”系列影片作为
典型的“粉丝电影”，能在市场有
如此强势的表现，正是顺应了电
影市场的发展需要，满足了一批
观众的观影需求，这是国内电影
发展形式多样化的一种现象。

电影编剧韩学君告诉记者，
尽管“小时代” 系列电影内容
和故事乏善可陈， 但是必须承
认， 两部影片有明确的目标观
众群， 导演知道自己的电影是
拍给谁看的。

不过， “小时代” 依然存
在“粉丝电影” 共有的问题：
口碑差、 票房后劲不足。 业内
人士表示， 与国内“粉丝电影”
追偶像明星不一样， 国外优秀
的“粉丝电影” 注重的是电影
类型、 题材和角色， 如 《第三
类接触》 、 《ET是外星人》 、
《侏罗纪公园》 系列等， 它们更
看重电影的品质， 这也是值得
国内“粉丝电影” 借鉴的地方。

1亿元资助2万名
困难职工子女
全省工会“金秋助

学”启动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

方）今天，全省工会2013年“金秋
助学” 活动在长沙启动。 今年的

“金秋助学”活动以“大爱潇湘·学
子圆梦”为主题，将帮助2万名困
难职工子女圆大学梦。

工会“金秋助学” 活动， 是
一项以解决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子
女上学难为重要内容的帮扶活
动。 开展“金秋助学” 活动， 是
各级工会贴近职工办实事， 解决
困难职工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
实利益问题的重要载体。 近5年
来， 全省各级工会通过中央财政
专项帮扶资金列支、 各级财政配
套、 工会经费投入、 机关企事业
捐赠、 各级领导干部资助、 社会
捐助等多种途径， 筹措助学资金
近3亿元， 资助困难学子达到了
17.65万人。

据了解， 今年8月10日至9月
10日， 全省各级工会将在一个月
内， 筹集助学资金1亿元， 资助2
万名困难职工家庭子女， 帮助他
们喜圆大学梦。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
下午，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湖南
赛区）的比赛拉开帷幕。来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南、陕西、
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湖南8个代

表团的600多名残疾人文艺工作者聚集
星城，展现他们的才艺，共同演绎出残疾
群体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向往。

4年一届的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由
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中国残联共同举办，是我国级
别最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残疾人艺
术盛会。 此次大赛将分为声乐、器乐、舞
蹈和戏剧小品四大类。

湖南赛区的比赛将于8月17日晚闭幕。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王宪伟 武海亮 ）
75岁的谢奶奶是宁乡县的老中
医， 8年来她的颈部巨瘤疯长，
像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婴儿头，
痛不欲生。 湘雅医院专家创新
“杂交手术”， 既控制了出血量，
又成功将肿瘤从大血管上剥离
切除。 今天， 谢奶奶出院了，
精神抖擞地说回去要继续给人
看病。

“她的肿瘤像一个由血管
编织的球， 与颈部大血管粘连，
贸然开刀就可能出现大出血。”
湘雅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黄建华
教授介绍， 这样巨大的肿块，
血液循环丰富， 再加上患者年
老体弱， 体重只有37公斤， 有
多年的心脏病， 手术危险性相
当大。

此前， 谢奶奶先后求医七
八家医院， 得到的答复都是不
能动手术。 谢奶奶对动手术抱
有畏惧心理。 湘雅医院专家先
将治疗方案给病人及家属讲了
一遍。 “我们先使用介入的方
法， 通过血管穿刺将供应肿瘤
的主要血管栓塞住， 切断血流
供应来源， 再进行手术将肿瘤
切除。” 黄建华说， 这种将介入
放射技术和血管外科技术相结
合的手术 ， 被称为“杂交手
术”， 可以减少失血， 保证手术
安全， 适合应用于血管丰富、
处理困难的肿瘤切除术。

8月1日， 专家们在透视下
将导管选择性插入供瘤血管，
耗时2个小时， 将血管一支支栓
塞。 次日， 手术团队完整切除
肿块， 出血量仅200余毫升。

本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

8月12日， 太阳依旧， 高温依然。
“再不下雨， 村民饮水都难保了。

村里的井基本干涸， 送水车要5天才能
来一趟， 现在水比油都珍贵。” 隆回县
周旺镇石鱼村党支部书记肖辉嘶哑的
嗓音， 疲惫的眼神告诉我们， 这个干
旱死角村， 在这个苦夏经历的煎熬。

走在村间小道上， 放眼望去， 焦
黄的稻田， 晒得黄白的玉米地， 空阔
的田野上不见人影， 连狗都不知躲到
哪里乘凉去了， 让这个近900人的村
庄， 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抗旱保苗从7月中旬就基本放弃
了，没有水再费力也是徒劳无功，村里
380亩水田，还有点收成的就剩10多亩，
如果5天内不下雨，也没得救了。 如今只
保人畜饮水。 ”村主任彭为清介绍。“现

在村民都呆在家里，气温这么高，又没
水洗澡，太阳下出身汗，难受！ ”

“昨晚协调1组和9组的喝水问题，
到夜里11点多。” 肖辉说。 原来， 两个
组共用的一口水井， 还剩一点水， 规
定每个组挑一天， 每户只准挑一担水，
可有的多挑了， 就产生了矛盾和口角。
经协商后由村里和各组派一个代表24
小时守水。

“现在不是有送水车吗？” 记者问
道。

“要送水的村太多， 根本忙不过
来。” 正在村里帮助抗旱的周旺镇镇长
刘朝晖满脸无奈地告诉记者:“地处衡
邵干旱走廊的周旺镇， 今年春旱连夏
旱， 从4月5日开始只下过4次雨， 全镇
37个村， 现在要送水的达15个， 县里
只有5台车， 根本顾不过来， 上次县委
赵湘明书记现场办公， 特批镇里买了
一台5吨的送水车， 可一天也只能送两

个村。 送一轮要7天。”
“每天电话最多的都是要求送水的

村干部， 凌晨一两点还有村民打电话，
镇里只能想尽办法保人饮水，同时组织
力量打水井。 ”已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月
的刘朝晖，手上脸上晒得红黑，有明显
的黑眼圈，虽然一脸疲倦，但对送水工
作丝毫不敢懈怠，“帮村民找水送水，让
每个村民有水喝是镇里的头等大事。 ”

隆回县水务局局长张治稳介绍，
今年6月25日以来， 该县出现持续晴热
高温少雨天气， 旱情发展迅猛， 全县
26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截至8月12
日， 全县河溪断流91条， 小Ⅱ型水库
干涸76座， 90%山塘干涸。 全县农
作物受旱面积50.1万亩， 干枯绝收
面积8.6万亩， 已造成19.87万人、
7.48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特别是110个干旱死角村，
3万人需要送水， 而县里5台送水

车杯水车薪， 根本满足不了送水需求，
压力很大。” 张治稳忧心忡忡地说，
“现在县里正在向省、 市有关部门反映
情况， 请求支援。”

在雨山铺镇的文仙村、 横板桥镇
的罗子团村、 桃洪镇的观音村， 记者
看到的都是干涸的水井、 龟裂的山塘
和断流的河溪， 村民们议论最多的是
何时送水车会来， 何时下雨。

周旺镇石鱼村80多岁的罗致玉老
人苦笑着告诉记者： “我都好久没痛
痛快快洗个澡了。”

水， 成了夏秋之交村民们最渴盼
的东西。

———衡邵干旱走廊抗旱直击众志成城伏旱魔
文化 视点

畅销书作家郭敬明， 因跨界之作《小时代》和
《小时代2》， 而成为近期话题人物， 这两部成本仅
4700万元的影片，已累计收获票房6亿多元———

“粉丝电影”能狂欢多久

七旬老中医颈部巨瘤疯长8年

“杂交手术”成功切除“血球”

隆回县近20万人饮水困难，110个干旱死角村需要送水， 县里5台送水车杯水车薪，
有的村要7天才能轮到一次，缺水的村庄急需送水车支援———

水,村民最渴盼的东西

乡亲们要放水灌田，她要蓄水保鱼；水井干涸，喝水成了大难
题。 大旱面前，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举动令人敬佩———

文彩云的选择

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湖南赛区）开幕

8月 13日 ，一
些青年男女在长
沙世界之窗通过
手绘情侣衫表达
彼此之间的爱意。
当天正值我国传
统七夕佳节，该园
举办 “浪漫七夕
一生相伴”主题活
动，情侣们通过参
与手绘情侣衫、镌
刻同心锁、放飞爱
气球 、 雕刻爱情
石、共赏流星雨等
活动， 见证真爱，
共度七夕情人节。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