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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２０13年8月21日 星期三8
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洪抗旱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先志 李小勇

张宏英 刘寿骞

大米1000公斤、 方便面150箱、矿
泉水150箱、饼干等干粮300公斤、手电
筒20个、蜡烛4箱以及雨衣、雨靴等生
活用品……这是一份救灾物品清单。 8
月20日上午， 蓝山县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驮粮应急队”再次向紫良乡坪源村
进发，给灾民运去救灾物资。

8月14日8时至18日8时， 蓝山县
最大降水发生在紫良瑶族乡竹林站，
达552.4毫米。 当地200多亩农田被
淹， 部分房屋倒塌， 电线杆被冲断、

通讯受阻， 受灾群众自16日起， 连续
3天面临断电、 断水、 断通讯的情况。
8月18日，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紧急
部署救援任务， 然后队员兵分三路，
赶往县城各超市、 小卖部采购救灾物
资。 由于货源短缺， 大家费尽周折才
将各种必需物资备齐。

由于必经之路所城大桥已被洪水
冲垮， 这么多的救灾物资， 怎么才能
把它运进去呢？ 局党组书记彭凌涛果

断决定:“挑！ 肩挑手提， 哪怕累趴下
也要把村民的‘救命粮’ 运进去！”
说干就干！ 他带领易积强、 曾繁星、
李志昌等党员突击队员， 迅速将所有
物资捆绑打包。 18日上午11时许， 由
30多人组成的“驮粮应急队” 整装向
前出发。

雨越下越大， 雨水顺着脸颊往下
流，不时挡住人的视线。 队员们强睁着
眼睛，沿着只有半米宽的羊肠小道，深

一脚、 浅一脚， 小心翼翼朝目的地赶
去。 由于水毁道路泥沙堆积，从伍家村
到枧下村仅两三公里路程， 队员们却
来回足足挑了近3个小时。 下午3时20
分，救灾物资终于被送到坪源村。

彭凌涛将救灾物资清单交到坪源
村支书赵定山手中。 赵定山紧紧握住他
的手， 眼含热泪说:“没想到你们跋山涉
水，给我们送来这么多东西。 有你们的
支援，我们战胜天灾的信心更足了。”

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李斌 戴红兵 唐婷

绥宁县有“中华杂交制种第
一县”之称。 8月19日，虽然前2天
下了小雨， 但在该县重点杂交水
稻制种基地武阳镇， 村民们还在
田间地头看水守水。 河边、渠边、
圳边、塘边，仍然布满抽水机和各
色水管。 源源不断的水流，却来自
河道下游。 说起这来之不易的水，
村民们对县里紧急实施的“北水
南调”工程，感激不尽。

六王村至茅坪村连片万亩制
种基地，是武阳镇最大制种基地，
该基地受旱面积达1.2万亩。 8月
初，武阳旱情持续加重。 面对危急
形势， 县委书记唐渊与镇里主要
负责人紧急会商， 最后决定实施

“北水南调”工程。 即将武阳镇境
内唯一没断流的秀水河河水，从
六王村经蓼水河下游河床分段引
水，把水送至上游7公里外旱情最
严重的茅坪村。

8月8日晚9时，调水工程正式
启动。 县财政、水利、农机等部门
紧急下拨抗旱资金和物资， 镇党
委、 镇政府迅速制订管道安装等
具体方案。 工程实施中，镇里干部
职工分成劳力组织，矛盾协调、材
料供应等组，安装水管、水泵，架
电线、 挖蓄水池等工作都责任到
人。 60名镇干部和茅坪、连塘、三

房等村组干部、 党员80余人参与
施工。

8月11日晚9时， 经连续3天3
夜奋战，“北水南调”工程完工。 共
投入资金50万元，安装水泵10个，
每个功率为11千瓦； 安装直径20
厘米的水管长达7公里；挖掘蓄水
池8个，平均每个蓄水量5立方米，
都用塑料膜保水。 工程从秀水村
途经六王村、三房村等村，引水至
茅坪村， 沿蓼水河道由下游往上
游输水，实行梯度抽水、9级提水，
前4级双管供水，整个扬程高度约
30米，每小时供水160立方米。

11日晚上， 在武阳镇蓼水河
干涸的河床里， 蓝白两根硕大的
水管直挺挺地从六王村由下而上
伸展7公里至茅坪村，一个个蓄水
池将水管连接，数百台抽水机、潜
水泵扎进蓄水池，一路机声轰鸣、
人声鼎沸、水声喧哗，一片片杂交
稻制种田得到滋润。 干部和村民
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为确保抽水24小时运行，让
沿途稻田多受益，镇、村组干部吃
住在工地，夜以继日看守设备，分
段巡检水管，防止设备出现故障、
水管出现渗漏。

至8月18日， 工程日均供水
4800立方米， 既缓解了地势最高
的毛坪村近1000亩制种基地的旱
情，又让沿途6个村3000余亩受旱
农田得到灌溉。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陈栩翔）

“你家的玉米在成熟期受旱损失
70%， 按照农业保险理赔标准，
每亩可获300元赔偿。” 经过现场
查勘， 8月19日， 溆浦县旱灾查
勘理赔小组工作人员向洑水湾乡
荆丰村村民赵成杰， 通报他家2.5
亩受旱玉米赔款情况。 赵成杰听
后开心地说： “拿着这些钱， 可
以购买种子补种秋粮了。”

今年旱灾发生后， 溆浦县农
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
启动旱灾查勘理赔工作。 为帮助
受灾村民提振信心开展生产自

救， 该县还按照先重后轻、 先急
后缓的要求， 从舒溶溪、 木溪等
传统旱灾区、 重点受旱乡镇和种
粮大户入手查勘， 确保“应赔尽
赔， 据实赔付”， 为受灾农民及
时撑起“保护伞”。

“我们已对9.15万亩玉米投保
面积进行了查勘定损， 保险赔款
在这个月底就可以打到农户‘一
卡通’ 上。 水稻查勘理赔也正在
进行。” 人保财险溆浦支公司副
经理李延喜介绍， 今年， 该公司
承保水稻43.62万亩、 玉米9.15万
亩， 涉及11万农户。 参保水稻最
高可获320元1亩的赔款。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王承国

8月20日， 宁远县舜陵镇二医院院长
高俊远等4名医护人员， 早早地来到重华
社区， 把医疗器具及药品摆放在桌子上，
便开始接纳灾民前来就诊。

洪灾过后， 宁远县城各社区设立了
免费医疗服务点。 虽然特大洪灾已经过
去3天， 目前仍有不少灾民闻讯而来。

家住泠江西路二巷三号的陈大爷第
一个来到社区。 “我家被洪水淹了， 全
家人搬东西受了风寒， 我腹泻一天了，
全身乏力， 听说社区来了医生， 特来看
看病。” 院长高俊远让老人坐下， 详细询
问病情， 为老人量体温、 测血压、 听心
率、 开处方， 接着吩咐护士给老人输液。

医师周雄英在另一旁为62岁的黄坤
莲老人看病， 老人家里被淹， 老人赤脚

搞卫生在水里泡了大半天， 导致咳嗽、
气喘、 发烧， 全身酸软， 加上身患高血
压， 老人连续3天都到社区看病打针， 医
护人员每次认真登记查看， 对症用药，
病情一天天好转。

舜陵镇党委书记杨国基告诉记者，
宁远灾情严重 ， 县城沿河街道被淹，
5000多户受灾， 其中不少群众因抢救物
品时受伤、 感冒， 有的皮肤长毒疮而烂
痒， 急需救治。 为方便灾民尽快就医，
从8月17日开始， 在水淹严重的重华、
舜源、 泠南、 东溪等社区分别设立灾后
便民医疗服务点和群众生活应急服务
点， 每个医疗点派出4至6名医护人员，
配备必需的药品、 器械， 宣传发动灾民
到医疗点就医， 确保灾民小病不出社区
就能得到及时救治。 对一些病情较重的
灾民， 进行登记后， 由社区出具证明，
转到县、 镇医院进行治疗， 实行医疗费
全免。

本报8月20日讯（通讯员 汤
笛声 记者 李伟锋）经电力部门3
天3夜的紧张抢修，蓝山、宁远两
地遭台风“尤特”破坏的电力设施
于20日凌晨修复， 现已全面恢复
供电。

16日晚间，蓝山县、宁远县境
内遭受因台风“尤特”外围云系造
成的暴风雨袭击， 导致电力设施

受损， 两县部分城区和受灾严重
乡镇断电。 灾害发生后，国家电网
湖南省电力公司立即启动灾害事
故应急机制。永州供电公司主要负
责人于17日凌晨带队迅速赶赴受
灾地区， 迅速集合500余人的抢修
队伍和60余台车辆、大量抢修器材
及工具展开紧急抢修。 20日凌晨，
全部受损线路修复完毕。

本报8月20日讯 （通讯员 姚
岑 刘兆彩） 抗旱救灾， 水量有
限。 面对蔓延近2个月的旱情，
安化县长塘镇统一调度水资源，
实行干部“到村、 到户、 到田、
到泵”， 确保了抗旱救灾工作有
序进行。

长塘镇机关、 村委全部将办
公场所“搬”到田间地头，干部职

工取消双休， 一律下到村组指导
抗旱救灾， 从镇财政拿出10万元
购置抗旱灌溉设备分发到各村。
大峰山水库承担镇上近2万人、上
万亩农田灌溉用水任务。 该镇明
确由水管站统一实行水库用水量
调度，并实行分段、分片、定时供
水。目前，水库还有蓄水50万立方
米，可保20天以上供水。

“驮粮应急队”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世日 石珊

8月20日凌晨5时， 一声巨响惊醒
了江华瑶族自治县蔚竹口乡干部职工
的睡梦，大家第一反应是“又塌方了。 ”
果然，离乡政府驻地2公里山上垮下的
泥沙，堆积了近20米长的路面。

紧急会议立即在乡政府会议室召
开，36名干部职工分成3个工作组：一
组及时上传下达相关情况； 二组联系
挖掘机，疏通塌方路段；三组在外围拉

起警戒线，维持秩序。 特别20日是洪灾
过后的首个赶集日， 会有不少山里的
群众来购买生活物资。

不到8时， 乡党委书记刘福林和乡
干部肖钟林就拦下了不少来赶集的群
众。“一时还不能通行， 请大家理解。 ”

“那什么时候才能通行？ 我家连牙膏都
没有了！ ”“是啊， 我这担山货可急着卖
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挖掘机就快到
了，到吃中饭的时候应该可以过人。 ”刘
福林和肖钟林耐心地劝导大家。

11时， 挖掘机从40公里外的贝江

乡开了过来，马不停蹄投入施工。
12时50分，开辟出一条人行通道。

下午2时30分， 第一辆摩托车顺利通
过。 谁知仅半小时，又塌方了。 大家又
一阵忙碌。 直到下午5时，公路才恢复
畅通。

抢修塌方公路

“北水南调”
———绥宁抗旱保杂交制种基地记

电力部门3天3夜抢修

蓝山宁远全面恢复供电

参保水稻1亩最高可获赔320元
溆浦全面开展旱灾查勘定损

长塘镇统一水量调度

免费诊治进灾区

8月20日， 武警湖南总队永州支队官兵运送
救命口粮至蓝山县汇源瑶族乡荆竹村。 受连日泥石
流的影响，该村通往外界的公路多处被冲毁，许多村
民的房屋被冲垮，断水、断电、断粮。正在该县抗洪抢
险的武警官兵翻越海拔1120米的河新坳山， 为群众
送去500公斤大米。 吴建波 方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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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8月 20日

第 2013225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79 1000 279000

组选三 332 320 106240
组选六 0 160 0

8 4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8月20日 第201309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6597392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5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1759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9
63714

1204032
8480960

39
2264
41294
290567

3000
200
10
5

17 22 23 251405 07

本报8月20日讯 （李礼壹
喻惠 杨军） 8月15日， 正在桃
江县浮邱山乡白家河村渠道查
看的龚靖东， 见有个水阀漏
水， 立即动手修复好。 龚靖东
是海军驻海南三亚某部中士，
他回家探亲期间， 主动投入家
乡抗旱和扑救山火战斗中， 乡
亲们称他不愧是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

今年27岁的龚靖东， 7月
26日回到家乡白家河村探亲。
村支书席凤辉介绍， 26日他回
家当晚， 就到村里水库帮忙放
水， 守了两个通宵。 后来， 他
又跟村干部一起， 连续几天在
水库守夜， 一守就是大半夜。

连日干旱， 导致水库逐渐
干涸， 无法向下游供水。 村里
决定从资江抽水到白家河泄洪

渠， 再经几级提灌， 将水引到
稻田。 龚靖东与大家一起开挖
引水渠。 目前， 白家河村拦坝
引水工程已完成五级提灌， 白
家河 、 毛家桥 和 金 盆 等 村
2000余亩稻田的旱情得到缓
解。

8月11日， 龚靖东得知桃
江县灰山港镇陈家湾村发生山
林大火的消息， 自己开车前往
离家50多公里的灰山港镇。 他
亮明身份后， 主动加入到由县
公安民警组成的砍火路队。 根
据指挥部安排， 大家一道努
力， 砍出了一条长约1公里、
宽20米的隔离带。

8月13日， 山火扑灭了，
龚靖东回到家里。 还有10多天
他将回部队。 目前， 他继续战
斗在家乡抗旱救灾前线。

8月20日，道县境内的洪水消退，营江乡阳乐
田村的村民开展生产自救，抢收农作物。

何红福 摄

海军中士探亲忙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