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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宁乡县人
武部组织官兵送水到回
龙铺镇回龙铺村。 随着
高温持续，旱情蔓延，该
县回龙铺镇部分村民生
活用水 “断流 ”。县人武
部迅速成立10支 “民兵
送水小分队”，每天两次
为缺水的村民送水 。保
证了当地 200多名村民
生活用水。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罗向东 摄影报道

本报 8月 1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邹礼卿）近日，在隆回县三阁
司镇光明村，省地质调查院的钻井队
经过多天勘察，选择在沪昆高速公路
一处边坡打井。 当钻井打到地下
72.28米时， 一股较大的水流从管子
里涌了出来。“这口井打到地下150
米至200米深时，将能够满足1500多
人的饮水需求。”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记者今天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7月以来， 我省18万平方公里国土面
积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 其中约2万
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发生特大水文干
旱。 省国土资源厅发挥专业技术优
势，结合地质项目实施，先后派出30
支专业队伍赴全省各地打井找水，解
决旱区群众饮水困难问题。 目前，打
井队伍已经在衡阳县、邵阳县、邵东
县、隆回县和涟源市、宁远县、凤凰县
选点打井。

国土部门积极抗旱

30支专业队伍打井

欧阳金雨

在桃江县沾溪镇卫红村，10多名
村民自发给村支书王德军家的农田
抽水灌溉。村民告诉记者：“一个多月
来， 王支书起早贪黑帮我们抽水灌
田， 可他自己家的田没来得及灌，禾
苗都枯了。 我们不能让王支书吃亏
呀！ ”（8月13日《湖南日报》）

抗旱救灾的关键时刻，老百姓的
一句“不让干部吃亏”，令人心醉。 这
份浓厚的守望相助之情，正是抗旱前

线干群和谐、众志成城的生动体现。
常言道：见贤思齐则蔚然成风。在

旷日持久的特大干旱面前， 基层干部
甘于吃亏，勇于吃亏，时时处处吃苦在
前，危难时刻冲在第一线，就能“凝聚
人心”，就会“有人跟随”，抗旱的战斗
力无疑也会随之增强、再增强。

天旱无情人有情。有了干部忠于
职守的责任、舍己为人的从容，有了
群众生产自救的互助精神、共克时艰
的戮力同心，我们就能迈过眼前特大
旱灾这道坎。

欣闻“不让干部吃亏”
三湘���快语

本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曾晓风 陈志田

8月10日， 邵东县爱心义工
联第三次募集1000箱矿泉水， 送
往双凤乡的6个旱情严重村庄。 这已
是爱心义工联发动社会募捐， 10天
内三度赴该县斫曹、 双凤等乡镇，
累计向11个村送去1700箱瓶装水和
800桶矿泉水。

7月31日， 邵东县爱心义工联启

动首次募捐。 至当日中午就有54名
义工慷慨解囊， 还吸引了来自巴基
斯坦的国际友人加入。 至下午3时
许， 800桶矿泉水和200箱瓶装水装
车完毕， 直发斫曹乡的黄泥、 马鞍
村， 为急需饮用水的地方送去“爱
心甘泉”。

8月6日， 邵东县爱心义工联再
次发动水款募捐， 吸纳了更多社会
力量加入， 如新锐房地产公司董事
长陈超刚个人捐赠1万元买水。 当日
下午， 56名爱心义工即带着500箱
“爱心甘泉” 启程前往双凤乡的余
庆、 香福、 跃胜村。

8月10日， 该组织第三次募集
1000箱矿泉水， 送往双凤乡的6个旱
情严重村庄。 邵东县爱心义工联会
长赵威告诉记者， 虽然数量有限，
但至少还是能缓解乡亲们饮水困难。
只要旱情一日不解除， 义工组织的
筹款送水活动就不会停止。

“旱情不除，送水不断”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陈文明）尽管连续40天滴雨
未降，鼎城区中河口镇受祜村八组村
民刘明清却并不担心自家水稻的“喝
水”问题。8月13日，刘明清家16亩晚
稻一片绿意盎然，旁边沟渠里碧水盈
盈。他告诉记者，通过土地整治，田块
平整了，泵站建好了，沟渠四通八达。
“别看我家的地在渠道末端， 只要一
放水，2个小时就都能灌好。” 刘明清
笑着说。

为了让“天下粮仓”———洞庭湖
区水旱无忧，从2010年开始，我省启
动实施全国十大重点土地整治项目
之一———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重

大工程，覆盖常德、岳阳、益阳3市18
个县（市、区）。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已
实施52个子项目， 累计投入资金40
亿元，建设规模189万亩。

记者走访常德市鼎城区、 华容
县等项目地看到， 通过土地综合整
治，当地形成大量田成方、林成网、
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高稳产农田地。 根据国土部门的统
一部署，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项目建
设中，大力兴建大型灌排沟渠、水泵
站等水利设施， 累计改善农田灌溉
面积167万亩，消灭“水利死角田”75
万亩，大大提高了农田蓄水、灌溉和
防洪抗旱能力。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灌溉无忧

从容御旱护“粮仓”
本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沈莉芳

“没想到镇党委书记给我送水，真
的很感动， 近半月来他们没有让我渴
着。”8月12日，家住湘潭市雨湖区鹤岭镇
白冲社区74岁的留守老人陈月英这样
感叹。该镇在抗旱中重点关注留守家庭，
没有让一个留守家庭渴着。

鹤岭镇是原湘潭锰矿所在地，居
民绝大部分是原锰矿职工， 锰矿破产
后， 中青年大部分外出打工， 留下了
3000多小孩和老人留守。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开始， 鹤岭镇几万人的生
活用水一直由原湘潭锰矿在长沙坪塘
三丰村境内所设水厂， 以抽取地下水
的方式供给。今年入夏以来，连续高温

无雨致地下水位剧降， 基本上抽不到
地下水，鹤岭百姓从7月底开始基本上
已无水可炊，无水可用，鹤岭成了“上
甘岭”，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一定要保障居民日常用水，尤其
是留守儿童和老人。”8月1日起， 区镇
两级组建运水车队，每天从早上6时到
晚上10时不间断往返于市区、鹤岭之

间， 为全镇5个供水点源源不断送自
来水。同时组织城管办、综治办、安监
站、社区和村干部数十人现场维持秩
序、 负责为留守儿童和老人送水，镇
党委书记也加入了送水队伍。10多天
来，冒着高温酷暑，送水的干部职工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一个言苦
言累。

一位老锰矿职工给镇党委书记
发了一条短信：“面对旱魔肆鹤岭，党
委政府忧如焚， 两地三方齐协力，共
同抗旱保民生， 久旱终又逢甘露，关
键时刻显党恩……”

“近半月来，没有渴着”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敬波 黄松柏

杨柳依依，烈日当空，汨罗市三
江镇齐心村机埠边大柳树下，摆着一
张竹床。8月13日，齐心村村支书杨根
桃告诉记者：“这是看水员付梦生临
时的家。为了抗旱保苗，付爹已坚守
了40多天。”

“稍等，我先把竹床挪个树荫。”看到
记者， 付梦生急忙把竹床从东边柳树下

移至西边柳树下。虽然移了地方,烈日还
是从树荫里射下来，把竹床晒得滚烫。“我
现在是追着树荫过日子哩。”

齐心村地处偏远，66岁的付梦生
当过24年村支书；离任后又当看水员。
大旱降临，他二话没说，扛起竹床睡在
机埠上， 连续40多天没回过家。“看机

埠， 最需要的是责任心。” 付梦生说，
“机埠24小时运转，一刻也不能离人。”
杨根桃介绍：“为了抗旱保苗， 付爹已
经6天没睡好觉了。”

说话间，付爹的老伴送午饭来了。
付爹吃住在机埠上，洗澡在河里，老伴
最担心的是他身体。“这个大可放心，

身体还强健着呐。”
临别时记者得知，由于一个机埠供

水太紧张，政府决定在齐心机埠旁再架
设一个临时机埠，两个机埠一并交给付
梦生管理，付爹的任务更重了，但他却
更开心了：“有了两个机埠， 周边400多
亩高岸田抗旱更有保障了！”

老汉安“家”守机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