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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何云飞 ）连日来，道县“两
办”督查室、县纪委、县委组织部等
单位组成4个督查组， 分别由4名领
导带队，顶烈日冒酷暑，深入全县27
个乡镇办场督查指导全县抗旱救灾
工作。

旱情发生以来， 该县采取领导
带头、队伍进村、责任到人等举措，
全力以赴抗大旱，千方百计保民生。

按照“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
实行“县委常委包大片，县级领导包
乡镇场（街道），乡镇场（街道）干部
包村组，村组干部包重点农户”的工
作责任制，严格落实工作纪律，县防
指和县“两办” 督查室联合督查督
办，采取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法，跟
踪督查抗旱救灾工作。 全县所有县
级领导带队下到干旱乡村， 当人民
群众的主心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深入到旱情最严重的乡镇， 检查
指导抗旱救灾工作，慰问受灾群众，
组织抗灾自救。 其他县级领导率领
县直部门深入联系乡镇查灾核灾，
坐镇指导调度抗旱工作。乡镇场（街
道）是抗旱救灾第一责任人，党员干
部全部下到村组， 开展抗旱救灾工
作。 涉农部门紧急抽调力量组建27
个抗旱服务分队，带着设备、技术下
到乡镇驻点巡回服务，与村民同吃、

同住、同劳动，做到了旱情不缓解，
人员不撤退；困难不解决，队伍不解
散；流水不进田，设备不停机。

截至目前， 该县共投入抗旱资
金3000余万元，抽派技术人员1000
余人次，出动抗旱设备2300余台套，
整修堤坝265处， 水渠防渗补漏268
公里，疏挖渠道220多公里，应急打
井1500余口， 解决3万多人饮水困
难。

本报8月15日讯（通讯员 刘国华
钟毅刚 曾文杰 ）“我这几亩晚稻有
救了， 感谢政府， 感谢群众工作
组。”8月12日清晨， 一股清水流进
汉寿县太子庙镇倒流坪村村民老
李家10亩多受旱的晚稻田，老李高
兴不已。

6月28日以来，汉寿境内接连40
多天高温无雨，截至8月10日，全县
受灾农作物达50多万亩，1万多亩农
作物绝收，4.6万群众出现饮水困难。
旱情发生后，汉寿县各级党组织和3

万余名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到抗旱救
灾第一线， 在抗旱救灾中努力践行
“三个一”。

“肩并肩” 塑造个人形象一面
旗。全县组建565支由3882名村组干
部、 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党员骨干组
成的“共产党员抗旱先锋队”，覆盖
到全县各个抗旱点。 丰家铺乡金城
村支部书记雷跃龙不顾年逾七旬，
冲在抗旱第一线， 全体党员干部组
成“共产党员抗旱突击队” 全力以
赴，挖通6800米渠道，基本解决了该

村近700亩水稻的用水问题。
“手拉手” 激发工作热情一团

火。汉寿县采取联点县级领导包乡、
群众工作组联村、 工作队员到组的
办法，严格落实包抗旱救灾的指导、
包灾情反映、 包受灾群众情绪的理
顺、包社会大局的稳定、包抗旱救灾
措施的落实、 包人畜饮水的保障等
抗旱救灾“六包”责任。一同带领灾
区党员群众齐心协力抗旱魔、 保民
生。

“心连心”总揽全局一盘棋。县

政府7月30日启动Ⅲ级抗旱救灾应
急响应,�成立了抗旱救灾指挥部，开
展“千名干部驻村组、万名党员当先
锋、万众一心抗大旱”行动，全体县
级领导，2000名县乡干部，１万多名
共产党员奋战在抗旱救灾一线。截
至8月13日，全县共投入抗旱救灾资
金2800多万元， 疏通沟渠220多公
里，拦筑河坝270多处，开挖机井920
多口，组织3300多台抗早机具，每天
灌溉农作物面积达6万亩以上，有效
缓解了旱情。

责任到人抓落实道县

3万党员当先锋汉寿
通讯员 魏仙耘 李白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张晶

8月15日，记者来到旱情比较严重
的桃源县采访，听乡亲们讲了3位“村
官”抗旱的动人故事。

胡金初：舍鱼保灌溉
“到今天，有43天没有下雨了！”双

溪口乡幸福岗村67岁的村支书胡金
初，每天都盼着下雨。

双溪口村因处于两条溪流的交汇
处而得名，水源充沛。但如今，这个村
也成了干旱重灾村。7月初， 村民就近
取水。7月中下旬，附近水源开始枯竭。
村里4300多亩水稻大多是中稻， 正值
抽穗最需要水的时候。怎么办？村支书
胡金初犯了难。

村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口山塘，但
大多数由村民承包养鱼。 胡金初自己
承包的山塘面积最大，有12亩，已养鱼
4年， 就等着今年冬天起鱼卖个好价
钱。一边是眼看就要到手的鱼塘收益，
一边是100多亩干旱的中稻田。来不及
多想，胡金初叫来村民，搬来抽水机。
鱼塘干了，清水流进了村民们的稻田。
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1.6亩田。

因为忙着村里抗旱的事， 没时间
卖鱼， 胡金初趁着抽水空当捉了一小
部分鱼，就地低价甩卖后，干脆喊来村
民自己下塘抓鱼。他说：“鱼也不卖了，
让大家伙吃个欢喜吧。”事后他悄悄算
了一下账，至少损失近3000元。

姚中奎：弃苗木护收成
上午10时， 记者辗转抵达漆河镇

铁佛寺村。 满头大汗刚刚进屋的61岁
的村支书姚中奎， 连接了3个电话。嗓
门很大，有些嘶哑。从对话中得知，村
里架在白洋河旁抽水的两个机埠，经
不住日夜作业，又坏了一个，急等着他
找人维修。

从凌晨4时多获悉情况，姚中奎就
一直在组织人力维修。 全村大大小小
几百台小水泵， 维系着4100亩水田的
命。而机埠两台大水泵，为所有小水泵

提供水源。它们先抽上来河水，再进行
提级灌溉。所以姚中奎很焦急，上午抢
修不成功， 他决定将大水泵拉到镇里
去，争取下午能修好。

在离村部几里路的地方，姚中奎办
了一家园林绿化公司，有100多亩苗木。
水源离苗木基地很近，但他既没有时间
给苗木灌水，更舍不得把水灌进自己的
林地，而是组织村民把水都抽进急着用
水的稻田。记者在他的林地看到，一些
刚长起来的树苗，如罗汉松、樟树、广玉
兰等，宛如山火烧灼过一般，枯死了一
大片，估计有10多亩。他粗略地估算，直
接经济损失至少在10万元以上。

姚中奎说，看着苗木枯死，不心疼
是假的。但是，保粮食是大事，耽误不
起呀！依托自己的苗木公司，他已垫付
近4万元抗旱资金。

朱江林：怀揣“民心账”
双溪口乡复兴村65岁的村支书朱

江林有严重的颈椎病。抗旱刚开始时，
他还躺在病床上，打电话进行调度。后
来旱情肆虐， 他在脖子上挂一个颈托
就上场了。

朱江林擅长算账。 村里有512亩中
稻，离水源很远，如果不赶快添加设备就
灌不到水。他紧急调度，花了2万多元，买
了2台抽水机、2100米水管、11台潜水
泵、一部柴油机、1100米电线，赶在7月底
中稻灌浆前灌足了水。 他仔仔细细算了
一笔账：如果不投入这些钱，就要绝收。
按亩产400公斤来算，512亩总产量就是
20余万公斤，再乘以每公斤2.6元的市场
均价，合起来就是52万多元。想想看，拿2
万多元换回了52万多元，值不值？

“这还只是经济账，”他笑呵呵地
说，“算起‘民心账’来，我们更划算。”
作为一名党员、一个村干部，要对得起
村民。村里3000多亩稻田，只有100多
亩田用5级提水灌溉的办法也灌不到
水，面临失收。但村民对此表示理解，
因为他们看到，村干部们已尽全力了。

“村官”们的付出，换来的不仅仅
是田地的滋润，更是民心。民心凝聚的
力量，足以战胜一切困难。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刘伟平 王妞 王威群 ）8月
12日， 双峰县永丰镇杨村村民在杨
村潭底发现一块巨大青石， 经仔细
辨认，青石上雕刻有“民国甲戌年见
底”和“1963年二次见底”等字样，这
块青石清楚地记载和反映了近百年
来该镇湄水河杨村河段的干旱历
史。

据杨村村支书聂德胜介绍，民
国23年（公元1934年）该村发生了一
次大旱灾， 当时河里最深的杨村潭
水已见底， 就跟今年的旱情一样严
重，为了记录那次旱情，有人在河底
的大青石板上记载下了旱灾发生的
时间。 时隔29年的1963年又发生了
一次大旱，大家沿用了习俗，也刻下
了时间。聂书记说，民国23年的旱情

是听老辈人说的，1963年的大旱，村
上很多人都亲身经历， 今年的旱情
比历次都要严重。

记者看到， 原来碧波荡漾的湄
水河，现在早就断流，就连水最深的
杨村潭也只剩下潭底一小眼水，河
床随处可见被晒干的小鱼。 虽然只
剩下一小池水， 村民们仍在努力地
抽水，灌溉着干旱的禾苗。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胡域 周金标 孙本健

8月14日下午4时39分， 龙山县
里耶镇抗旱送水队， 用水车把13吨
饮用水， 送到土家族聚居的岩冲村
村部前， 村民们用大小不同的水桶
来接水、挑水。

年过半百的村民吴清佑激动地
说：“今年， 镇政府每天都送两趟水
来。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时，都是村民
们自己花钱请车去里耶镇拉水。”

里耶镇有28个村，28871人，由于

连续41天无雨且高温，造成农作物受
灾13000多亩，柑橘、蔬菜等经济作物
受灾27000多亩，6000多人饮水困
难，尤其是树木、大丰、岩冲、苗儿、长
春、大板6个村，饮水极端困难。

“饮水困难找政府，绝不能让一
户群众家里断水。”里耶镇党委书记
贾高顺说。

从7月29日开始， 该镇给6个饮
水极端困难村， 每天各送两车饮用
水，每天送水达156吨，确保了2565
人饮水无忧。

同时， 里耶镇积极发动群众努
力寻找水源，新开辟水源点25处、整
修水池38个， 确保了全镇无一户群
众家里断水。

村官抗旱“得失账”

“不让一户断水”

邵东
人大代表显身手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李春龙 申湘东 ）
8月8日，邵东县界岭乡大丰村用
多级水泵，从3.5公里外的群力水
库成功引水， 村里300多亩水稻
起死回生。村民说，这得感谢县
人大代表彭初君。8月初，在外做
生意的彭初君回乡，了解到村里
旱情严重， 当即捐款12万元，并
与村干部赴邵阳，购置多级水泵
1台、水管4车。

面对严峻旱情，邵东县各级
人大代表积极投身抗旱救灾。邵
阳市人大代表、邵东县火厂坪镇
木林村支书张寿庚在旱情初露
时，就垫资10万元，带领大家打井
抗旱。8月6日，省人大代表、湖南
精华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谭双雄先后来到斫曹乡栽棠、周
官桥乡桥口、火厂坪镇瓦塘等3个
干旱死角村，共送去6万元帮村民
抗旱。 县人大代表陈超刚人在外
地，打电话回来说：“先捐1万元抗
旱，回来再尽心意。” 据不完全统
计， 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已为抗旱
捐款捐物超过200万元。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熊湘平 方斌 ）“感谢武警官
兵，这真是救命水啊！”今天，当武警永
州支队官兵将冷水滩区普利桥镇江子
塘村沟渠疏通，为驻地群众引来“解困
水”时，村民们一片欢腾。

面对严重的旱情， 武警湖南总队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把抗旱保民
生作为当前最紧要的政治任务。 参与
抗旱任务的官兵分为送水组、医疗组、
防火组等，每天坚守在田间地头。一个

多月以来， 已累计为灾民送水340余
吨， 开挖引水渠9700余米， 灌溉农田
5200余亩，诊治群众近810人次，参与
扑灭山火10余起。

8月11日中午，武警邵阳支队12名
党员组成的抗旱突击队，冒着高温，跋
涉山路两个半小时， 将饮用水送到大
山深处留守老人家中。 在受灾严重的
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镇荷塘村， 一队
队“橄榄绿”开挖引水沟渠，缓解了近
百亩农田的旱情。

永州大范围降雨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唐善理）

受台风“尤特”影响和人工降雨
作用， 从14日8时到15日16时，
永州市普降小到中雨，局部降下
大雨。

从昨天开始， 永州市在北
部、南部地区分别实施了火箭降
雨和飞机降雨作业。全市11个县
区均有降雨发生， 南部降雨量
大，北部降雨量少。最大的是江
华， 平均降雨量为19.6毫米；最
少的为祁阳县， 平均降雨量为
3.4毫米。全市区域自动站中，累
积降雨量大于25毫米的有15站
次。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江永源
口，为46.6毫米。到记者发稿时，
各地降雨仍在持续。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方富贵 郭华 刘小玲

8月11日，常宁市宜潭乡由市村10
组等4个组的村民，终于可以用电排从
潭水河抽水灌溉了。 看着一股股清水
顺着渠道流入稻田，村民们高兴不已。
村民说：“多亏宜阳供电所为村里架设
了电排供电专线，200多亩稻田有救
了！”

由市村10组等4个组有200多亩
稻田紧邻潭水河岸。 连片的中稻已抽
出稻穗，却遭遇干旱。虽有水源、渠道，
但因没有电源抽水， 不能缓解旱情。8
月6日，村支书和宜潭乡领导一起找到
了宜阳供电所。 供电所主任崔巍了解
情况后，立即向市供电公司汇报，随后
安排人员到现场勘测。

早一天通电就早一天缓解旱情！8

日，完成项目勘测，制定详细方案，报
市供电公司审批。

9日， 电杆和线材全部运送到点，
组织村民开挖立杆、组装拉线。

10日， 早晨5点多，10多名电力工
人早早来到工地施放导线。 所主任崔
巍上阵指挥，和工人、村民一起拉线。
汗水从脸颊流进了嘴里、脖子里，湿透
了衣服，顺着电杆滴落下来，但他们用
衣袖擦一下，又一丝不苟继续工作。

中午，太阳变得越来越火热。杆上
作业，一次要坚持半个小时。从杆上下
来的电力工作人员张欧平半开玩笑
说：“里面短裤都拧得出水来了。”即使
这样，他们喝口水，接着工作。

11日，最后收线，接通连线，安装
电表。中午时分，一条共9基电杆、长达
480多米的0.4千伏电排专用线路终于
架通了。

武警官兵为灾民送水340余吨

架专线 解旱情

8月12日，双峰县永丰镇杨村村民在杨村潭底，发现一块刻有“民国甲戌年见底”和“1963年二次见底”等字样的
巨大青石。这块青石记载了近百年来湄水河的干旱历史。 刘伟平 王妞 摄影报道

潭底青石记载百年旱情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谭才余 袁义生

8月14日中午，记者来到耒阳市泗门
洲镇楼下村，但见田里禾苗长势喜人。

“这里的禾苗长得好，全搭帮龙家
山煤矿呢。”泗门洲镇镇长贺胜亮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 泗门洲镇楼下村和相
邻的王差村位于红卫煤矿四工区采煤
沉陷区， 远离耒河， 又不在欧阳海灌
区。但在今年大旱中，两村1000多亩稻
田没有受到影响，灌溉用水充裕，晚稻
全部及时插下了。

“走，去看看我们的高山平湖吧。”
见记者疑惑，贺胜亮发出邀请。

车子沿着一条环山公路向龙家山山
顶开去。一路上，拉煤的车来来往往，非
常繁忙。下车后，在贺胜亮带领下，我们
来到一处废弃的矿井口， 见一根直径30

厘米的铁管从井底伸出。 顺着管子爬行
50米后到达山顶， 一条水龙从管里喷涌
而出，注入一条新开的渠道，向下奔流。

“我们将矿井里的废水引进下面
的西冲水库，变废为宝了。”贺胜亮指
着半山腰一座水库说。 水库里碧波荡
漾，装满了水。

西冲水库是小Ⅰ型水库。 今年7月
初，因为干旱，曾一度干涸见底。眼见稻
田没了水，楼下、王差的村民火急找到镇
政府，请求帮助解决。镇干部实地查看，
发现红卫煤矿四工区龙家山矿井的废水
正通过山脚下的井口，向外不断排放。

“可不可以把废水通过山顶的废井
口，排到西冲水库？”泗门洲镇干部努力
争取，得到工区支持。镇里调来挖掘机，
在山上挖了一条连通矿井排水口和西冲
水库的渠道，再通过三级提水，把水从井
底抽上来，源源不断流进水库，经过沉淀
后，再流向下游的1000余亩稻田。

废水变宝绿禾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