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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杨贞凤 胡文玉 覃建华）尽
管一个多月来旱魔肆虐，古丈县坪坝
乡曹家村的层层梯田却生机盎然、稻
花飘香。 村民们说，正是村里的杨柳
冲小型水库确保了灌区520多亩稻田
的正常灌溉。自6月下旬来，该县合理
调配水源引水抗旱，让农田“小水利”

发挥大效益。 目前已累计灌溉放水
850万方、抢救农田及烟田面积8300
余亩，改善安全饮水7000余人，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800余万元。

古丈近年来先后除险加固了22
座水库， 并投资3700万元实施了小
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他们摸索出
“长藤结瓜、 库塘串连” 用水管理模

式， 实行了先用溪水、 后用塘水、
再用库水的立体灌溉方法， 满足了
部分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需求。 自
今年6月下旬开始， 针对地势较高的
农田， 该县采用多级水泵联合开机
的办法， 一级水泵引水入围、二级水
泵引水入渠、 三级水泵引水入田，使
灌溉效率提高了2至3倍。建于1967年

的曹家村杨柳冲小二型水库曾设施
严重老化，难以使用。2012年，省、州、
县共拨出资金150万元对水库进行全
面除险加固， 恢复蓄水库容16万方，
整修配套干支渠2800米， 有效打通
了农田小水利“最后一公里”。 此次
大旱，凸显了这个水利工程的综合效
益。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赵威 彭慕鸿）连日来，在张家
界市永定区枫香岗乡麻空山村、 慈利
县象市镇走马村、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
坪村等地，记者发现，因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建有水窖，尽管旱情持续，村民生
产生活依然正常进行。

从2009年底开始， 张家界水利部
门投入500余万元，采取“分户建窖，田
间蓄水”模式，在4县、区的8个村示范

建设抗旱水窖近1000处， 雨水丰沛季
节集雨蓄水，干旱季节用于抗旱。 小水
窖能一年四季留住雨水、 泉水，“把小
水攒成大水用， 把混水变成清水用”，
被当地群众称为“保命窖”、“幸福窖”。

今年遭遇罕见持续高温干旱，山
村这批小水窖大显神威， 基本解决了
近5000人和810多头大牲畜饮水问
题，90%以上的村组抗旱水窖现在尚有
存水，部分水窖还可维持1个多月。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邹蓬） 人工降雨飞机在大托
铺机场整装待发， 18门增雨炮台在
长、 浏、 宁及开福区、 岳麓区昂首
挺立……今天，记者在长沙市气象局
调度室屏幕前，看到了长沙科学抗旱
的场面。 在科学抗旱决策下，虽持续
晴热高温， 该市168万亩受旱农作物
除18万亩干枯外，其余一片葱茏。

6月底以来， 长沙市出现罕见的
连续晴热高温天气，时间之长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
居首位。 全市有233条溪河断流、65
座小型水库干涸，126个乡镇168万
亩农作物遭受旱魔袭击，20万人、25
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面对旱灾， 长沙市委、 市政府科
学决策， 沉着应战。 进入汛期以来，
该市根据气象局气象分析， 科学调度
水源， 及时蓄水， 全市总蓄水量达

14.7亿立方米， 成为历史上蓄水最好
的一年。 市防指根据沩水干流的水情
及下游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加强湘江
枢纽闸门调度， 使坝前水位维持在
27.8米以上， 确保湘江沿线两岸生产
生活用水。

随着旱情延续与扩大， 长沙市
两次启动和提升应急响应。 8月3日
14时， 将III级应急响应升为II级。 全
市投入 1.76亿元， 启动抗旱泵站
4581处、 机动抗旱设备8.4万台。 省
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深入
抗旱一线指挥作战。 全市2万名干部
深入田头， 与全市百万农民大军，
打响一场前所未有的抗旱攻坚战。

科学抗旱指挥棒下， 长沙百万
亩农作物得到有效浇灌， 60万亩干
旱严重的农田转黄为青。 如今， 长
沙还有200辆送水车日夜奔波于干
旱区， 保证受灾群众与牲口饮水。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吴炳 尹容博 欧雯琴

8月12日晚， 太阳散发的余热仍
然烘烤着大地，记者来到通道侗族自
治县坪坦乡阳烂村。

村里阳烂河边的田坎上，摆放着3
台潜水泵和1台抽水机。 借着手电筒
光， 看到守在机子旁边的老党员杨秀
呈满眼黑眼圈。 一旁的村支书杨保军
说：“他负责抽水半个月了，由于要看管
机器，每天晚上都要守到凌晨2点多。 ”

“村民大都不会管机器， 我们召开支
部会，发动全村12名懂机器的党员负

责晚上守夜抽水。 ”村委会主任杨秀
云说，从7月13日开始，村里就把全村
18台潜水泵和1台消防机动泵都用来
抽水抗旱，每隔三四天，就召集负责
守夜的党员把机器检修一遍，再把机
器分到重灾区抽水。

为了保证高产水稻示范区丰收，
村里唯一的消防机动泵也被用来抽
水。负责守夜抽水的党员杨进勇告诉
记者：“晚上蚊虫多，叮脚。 但一台消
防机动泵8000多块钱， 如果不守着
抽水，机器坏了买新的划不来。 ”

据了解， 村里党员已义务守夜抽
水共计1000多小时，基本缓解了旱情。

本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来水了，机埠来水啦……”8月12
日上午8时，华容县三封寺镇星火村二
组，蔡先萍望着机埠哗哗涌来的河水，
如见甘霖，欣喜若狂。 村党支部书记李
隆庆告诉记者：“这水来得不容易，是
从低于此地29米的华容河引来的，途
经10公里，经过6级提水才引来！ ”

三封寺镇是一个典型的丘陵乡
镇，有18个村，耕地约3.7万亩。 2008
年，华容县委、县政府斥资近800万
元，启动“三封抗旱工程”，工程设计
把海拔25米的华容河水送到海拔54
米的主干渠———东干渠和西干渠。工
程分东、中、西三个水系，设3个取水
口，2012年底基本竣工，可使全镇18
个村中的12个村受益。

沿着来水方向， 记者一路前行。
官堰支渠水流淙淙，路边时不时见到
浸出的水痕，渠道一侧新筑的“子堤”
高约1.2米， 临水面全部铺上彩条布
密封，顶上严实地压着装满泥土的蛇

皮袋，蜿蜒延伸约一公里。
“这里的水是从车轱山的华容河

一级提水到铁山机埠，再从铁山机埠
二级提水到松木桥机埠，经官堰支渠
提水到东干渠，引至星火等村机埠再
提灌到农田”。 三封寺镇水管站站长
白远星向记者解释水流的艰难“跋
涉”历程。

绕道马涧村， 记者老远就看到两
台大口径的自吸泵正将马涧港滚水坝
西侧一级提灌来的水抽到东侧， 落差
大约有1米多。“建滚水坝花了6万多
元，没想到一投入就受益，在干旱时拦
蓄了水源，一下子就解决了茅山、马涧
4个组和柞树村5个组的抗旱问题。”水
利局的同志介绍说，竣工于今年6月的
滚水坝是小农水建设项目。

由于抗旱工程发挥的作用，农民
自发的积极性非常高涨。目前该镇群
众自行添置购买的抗旱小型水泵设
施达到400多台，抗旱水管2万多米，
全镇劳力共出动3000多人次， 疏洗
小型沟渠1.2万米， 全镇95%的农田
现都有水到达。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元利 夏达勇

8月8日晚，临武县长河水库管理
所抗旱组又在农田中熬过一夜。

“只要把好这一班水，我们灌区6
万多亩中稻就没问题了！ ”所长王曲
路不时给队员们鼓劲。

一个多月的持续干旱，临武县遭
受严重旱灾，长河水库管理所一时成
了抗旱的中坚力量。

长河水库堪称临武“第一库”，既
是第一饮用水源， 又是第一灌溉水
源， 饮用供水占全县人口的一半，灌
溉农田面积占全县的近三分之一。持
续放水一个月后，现在水库可用水不
到1600万立方米， 饮用和灌溉同时
供水，每天得放100万立方米，不出
半月，水库将会见底。

王曲路所长召集灌区9个乡镇农
水管理负责人及村委干部连夜商讨
调水方案。管理所42名人员全部分派

到灌区，把守每一个重要关口，调控
各村稻田放水时间，誓保不浪费一滴
水，不渴死一丘田。

白天，抗旱组成员冒着烈日，往返
于稻田和水渠之间，视灌溉情况随时调
整水流。数日下来，个个晒得像“黑炭”。
晚上，他们又顶着蚊子咬，坚守自己的
分水关卡，防止村民争水引发纠纷。

被唤作“老水兵”的管理所支部
书记王尤斌，主动提出把守水程长达
20多公里的南强镇片区。 为节约用
水，放水之前，他与村民一道清除渠
道杂草，修补漏洞。放水时，他把村民
劝回家，亲自调整支渠水流量，让每
丘田能及时“吃”到水。

目前，长河灌区没有一丘田遭受
干旱，没有群众因争水而打架。8月中
下旬，灌区中稻即可收割了，连同香
芋在内， 区内农田总产值今年可达1
亿元以上。

村民十分感激，都夸水库管理员
为“田护士”。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肖燕鹏

“电排顺利启动了，我们的田有
救了！ ”8月7日晚8时30分，溆浦县桐
木溪乡莲塘坪村电排站在停用8年
后，响起了轰鸣声。 看着清水哗哗灌
入稻田，村民们喜笑颜开。

莲塘坪电排站始建于1972年，
功率410千瓦，灌溉渠道7公里，灌溉
面积1万余亩。 由于电排运行费用
高，一般年份不启用，最近一次启用
时间是2005年。 因年久失修，电排机
器锈迹斑斑，灌溉渠道也淤泥堆积。

了解到电排可让万亩农田“喝”
上水，8月6日傍晚，溆浦县县长李卫
林等带领县农机局、 水利局、 财政
局、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和
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会诊”。 经检
查，电排启动箱内部分器件被烧毁，
真空泵和电机被锈蚀， 经维修和更
换部分设备，可重新启用。

电力公司负责电器检修， 农机
部门负责设备更换， 自来水公司负
责管道维护， 村干部负责组织村民
清理渠道……相关部门迅速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紧急抢修电排。 村支书
黄泽友也带着110位村民赶来“助

阵”。
县农机局干部叶均悦主动担任

机电设备维修组组长。 要更换的设
备送到现场时，电排站外艳阳高照，
站内就像一个大蒸笼。 为了修好电
排， 叶均悦带着6名技术员忙不停，
临近中午时中暑了，脸色苍白，四肢
无力。 但在村卫生室吃药、休息一阵
后，他又回到维修现场。

经26个小时奋战， 电排维修完
毕，顺利启动。 自来水公司向村民报
喜：“电排每小时可出水1620立方
米，昼夜开动，完全可以保障莲塘坪
及周边5个村万亩农田灌溉。 ”

本报 8月 13日讯（记者 张晶
通讯员 万建文 罗明福）8月8日，记
者来到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镇境内
的沅水茅坪河段，见4名乡镇干部与
10多名群众一道挥汗如雨， 安装20
台潜水泵，架设水管，将清澈的沅水
反提进地势更高的灌溉主渠。 在这
里值守的斗姆湖镇党委书记汪其明
告诉记者，这些水源可灌溉周边2个
乡镇中的7个村近万亩农田。

持续的高温天气已让鼎城区28
个乡镇受旱。 面对旱情，鼎城区将领
导、干部责任分解到乡镇、村组，带
领3万名群众共同“应战”。 区财政安
排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工程应急、
人工降雨、 农业救灾和乡镇抗旱油
电补助， 各乡镇共投入1300多万元
用于调水抗旱。

7月份以来，全区共疏通灌溉主渠
和重点支渠42条共227公里， 维修抗
旱机埠63处，购置、维修小型移动提水
机具1.3万台，设置人工增雨作业点11
处，并采取装机提水、拦坝堵水、外河
引水等多种方式科学调水。与此同时，
该区将水库集中水权，统一管理，坚持
“先活水后死水、先地表后地下、先高
田后低田、先远水后近水”的原则，分
区分时段供水，水厂水源地留足1个月
的饮用水量应对还将持续的高温。

本报 8月 13日讯（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邓松柏）8月12日上午，湘南
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 在祁东县
白地市镇禾冲村种植大户贺腊生的
油茶基地，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和6个
农民工一起， 正在对油茶苗进行覆
草培蔸和浇水。

自6月中旬以来，祁东县遭遇特大
干旱。 县林业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
的抗旱救灾领导小组，全员出动，将抗
旱保苗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该局干部
先后有3000多人次参与抗旱，现场指
导600多户林业种植大户， 采用搭荫
棚、盖遮荫网、覆草覆土覆膜保湿等措
施，减少阳光照射，降低温度，增加土
地湿度，避免苗木受损。县财政还安排
600万元，用于枣业、油茶配套水利设
施建设，共打水井175口、建水池473
个、铺设水管2万余米。同时，多方筹措
抗旱资金，近2个月来，全县累计投入
林业抗旱资金4000多万元。 目前，全
县重点工程油茶及枣业种植大户苗木
保存率在80%以上。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肖展发 曹建农）“水
来了，水来了！ ”日前，测水河河水不
断流进双峰县杏子铺镇大康等6个
村。

上世纪70年代初， 杏子铺镇修
建了一条电排水渠，全长12公里，负

责灌溉大康等6个村的4000多亩水
田。 因年久失修，近几年来，由于下
雨均匀，水库、山塘里的水可以满足
稻田需要，忽视水渠整修。 有500多
米水渠崩塌，不能继续放水。 不料今
年久晴不雨，干旱突出，蓄水全部放
尽，如果再不下雨，4000多亩水稻将

会颗粒无收。
唯一的办法只有马上修好水

渠，从测水河里抽水保苗。 镇里立即
筹措资金20多万元。 7月28日，镇党
委书记胡奇志、 镇长赵希玉带领村
干部，组织劳力，租用机器，冒着高
温清淤、砌坎，9天时间修复一新。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王玖华 赵雄腾 徐培清）
8月11日， 双峰县锁石镇的车田河里，
锁石村村民刘玄为和彭幼吾守在自己
挖的水氹里抽水。 锁石镇党委书记陈
琳说：“全镇共有5000余人， 打出了大
大小小水氹5000余口”。

车田河是锁石镇的一条主要河流，
灌溉着两岸横石、锁石、车田等12个村
8500多亩农田。“这条河今年7月15日前

就被沿岸村子的电排和抽水机 ‘喝’干
了。 为了抗旱，仅这条车田河，就挖了
1000多口水氹。 ”锁石镇水利站站长袁
具平介绍。

团结村却是另一番景象，青家组的
一口水井里，竟有11个潜水泵，11根水管
分别通进各自的禾田里。 村支书宁桂煌
说：“7月中旬， 全村的山塘就放干了，这
口水井是7月18日用挖机挖的， 青家、交
子、茶园3个组的11户轮流抽水，每户每

次抽8分钟，24小时值守，灌溉50多亩禾
苗。 ”

“村里投入5万多元资金，买来电机
和小型水泵。 ”西田村村主任王优谊，指
着早已断流的湄水河说：“湄水河7月11
日就没有水了， 我们紧急掏空荒废的老
井，另打新井或挖水氹，用汽车从25公里
外的梓门桥镇运水抗旱。”西田村已出动
村民500多人次， 重启老井180多口，另
打新井300多口，汽车运水120多车。

本报记者 刘也 李寒露
通讯员 聂晶 赵丁丁

大旱时节， 作为常德市主城区
的“菜园子”，武陵区芦荻山乡的万
亩蔬菜基地情况如何？ 8月8日，记者
来到芦荻山乡一探究竟。 在黄爱村，
记者见到了正在蔬菜基地检修抗旱
机井的村支书张仕进。

“现在气温越来越高，每天早上5
时就要开始检查村里抗旱机井运作情
况，检查完全村30个机井最少要花上3

个小时。”张仕进一边检修机井一边说，
汗水在他黝黑的脸上流个不停。

正在这时，张仕进接到电话，一
家农户机井运作出现故障。 他立马
带领维修人员赶赴现场，经过排查，
由于温度过高， 导致机井发动机停
止运行。 一小时检修过后，清凉透彻
的水从机井泵排出。

“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几天要出现
一次，所以检修工作马虎不得。 ”张仕
进擦去头上的汗， 长吁一口气。 说话
间， 一辆装着千余斤新鲜的辣椒、豆

角、上海青等蔬菜的卡车缓缓开来。
“这是要运往哪里呢？ ”记者上

前问菜农。“运到城里蔬菜批发市场
去，” 菜农谭世勇笑着对记者说：“昨
天我运了2000斤蔬菜到城里， 不到
一个小时就被一抢而空了。 现在旱
情重，蔬菜产量还不受影响，多亏政
府帮忙抗旱。 ”

乡水电站站长张平告诉记者，截
至目前，该乡就已投入50万元，修建了
大小抗旱机井470台， 有效确保了大
旱不“荒菜”。

水窖在 心不慌张家界

小水利 抗大旱古 丈科学抗旱绿意浓长沙

党员“守水”

6级提水

停用8年的电排启动了

“田护士”保水

鼎城干群
同心战长旱

祁东林业
多措保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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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武冈市水浸坪乡仁堂村， 戴开银等村民在干涸的石塘水库的塘底石缝里找水。 该市50余天未曾下雨， 造成46万亩水稻严重干旱，
24万人饮水困难。 目前， 该市干群众志成城， 合力抗旱。 王岐伟 邓星文 摄影报道

大旱不“荒菜”芦荻山

打井挖氹取水锁石镇

修复水渠引水杏子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