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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3年8月25日 星期日2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多云有短时阵雨

东北风 2~3 级 26℃～33℃
张家界 阵雨转阴 24℃～29℃

湘潭市 多云 26℃～32℃
株洲市 多云 26℃～34℃
永州市 多云 26℃～34℃

吉首市 阵雨 23℃～31℃
常德市 小雨转多云 25℃～28℃
益阳市 阵雨 25℃～32℃

怀化市 阵雨转阴 24℃～31℃
娄底市 多云 26℃～32℃
邵阳市 多云 24℃～31℃

衡阳市 多云 27℃～34℃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5℃
岳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25℃～30℃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龙锋

“红卫水库出现重大
险情， 请求支援！” 8月23
日17时， 蓝山县委常委、
县委组织部部长盘德平接
到正市办事处党委书记唐
建宏的求援电话。

不到20分钟， 县委组
织部和联系正市办事处县
直后盾单位干部职工组成
抗洪抢险队， 赶到现场。
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山洪夹着泥沙、 树木、 杂
草狂泻而下， 泄洪渠被堵
塞， 二级坝体已渗水。 红
卫水库是国家小一型水库，
库容124万立方米。 一旦溃
坝， 后果不堪设想。

抢险指挥部立即安排
人员， 紧急疏散离大坝最近

的640多名村民。 50多名干
部、 村民采用隔层防水和投
掷沙包的办法堵漏除险。 然
而， 600多个沙袋投下去
了， 效果不明显。 这时， 一
株被洪水连根拔起的大树挡
在泄洪渠出水口， 造成水位
猛涨。 紧急关头， 甘溪村村
委会主任邓家亮纵身跳入湍
急的洪水， 用砍柴刀把横挡
在出水口的大树一截一截砍
断， 让断枝顺水冲走， 形成
不了阻力。 狂风中， 邓家亮
几次差点被洪水冲走。

同时， 抢险队加大沙
袋固坝力度。 经过3个半小
时努力， 消除了一级、 二
级大坝的安全隐患。 水库
下游甘溪、 塘背 、 石泉 、
环连4个村的5000多群众安
全了， 保住了3000多亩晚
稻、 花生和大豆等农作物。

水库除险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曹龄允

“老人家， 雨越下越
大， 再不走， 会有危险。”
8月23日9时， 记者冒着暴
雨来到郴州市苏仙区望仙
镇高坪村中湾组时， 见镇
纪委书记李智峰和驻村干
部王忠祥正焦急地劝说一
位老年妇女赶快转移。

22日8时至23日8时， 苏
仙区平均降雨135.7毫米，
其中望仙镇降特大暴雨， 降
雨量达232.2毫米。 而且暴
雨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洪水在不断上涨。“大婶，你
还是听劝， 去你女儿家避
避险， 你看现在雨下这么
大， 不能再耽误了。” 高
坪村妇委会主任崔陆英急
急忙忙赶来， 加入劝说队
伍中。

被劝说的老人叫欧阳叶
英， 今年69岁， 与患智障的
儿子居住在一间上世纪60年
代修建的土坯房里， 土坯房
紧邻一座有百年历史的老祠
堂， 由于年久失修， 祠堂墙
体开裂破损、 部分墙体垮塌、

房屋木柱倾斜， 随时可能受强
降雨影响而倒塌， 波及欧阳叶
英的房屋。

人命关天， 李智峰等
人不敢大意， 先后两次登
门做工作， 还动员欧阳叶
英的女婿来接。 但个性倔
强的欧阳叶英， 任凭旁人
怎么劝说 ， 都不愿离去。
心里放不下老人安危， 李
智峰决定， 自己和另一个
镇干部守在老人身边， 继
续做工作。 22日晚上， 两
人睡在车上， 每隔2小时起
来， 轮流查看一次房屋情
况。

劝离工作并不容易 。
“她不仅担心田里的作物，
还担心家里的财产。” 驻村
干部王忠祥介绍， 老人家
对暴雨还是存有侥幸， 总
以为不会再下大雨了， 即
使下也不会倒塌房屋。

“你不走， 我们也不
走， 不能落下一个人！” 李
智峰与其他镇、 村干部的执
着， 慢慢感化了欧阳叶英。
23日10时10分， 欧阳叶英女
婿再次来到她家， 最终把老
人接走了。

“不能落下一个人”

■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迎战“潭美”

通讯员 黄金星 张前宝
本报记者 曾楚禹 刘勇

入夏以来， 一批批游客涌向桂东。
观鸟基地铁山景区，“梯田挂在半山腰、种
子撒在云雾里” 的大水梯田，“贪婪”呼吸
负氧离子的游客络绎不绝； 第一军规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颁布纪念地、 红
六军团誓师西征纪念地， 瞻仰红色遗址
的人川流不息； 从县城到各景点的宾馆、
农家乐， 桂东特产黄菌、 花豆、 甜玉米
卖到脱销。 广东佛山游客张朝展说， 心
系红色沃土， 身处绿色海洋， 让人乐不
思归。

桂东的“红” 与“绿”， 构成这个山
区小县的基本元素。 县委书记陈湘安说，

“红”、 “绿” 是桂东的特质， 是资源、
品牌、 优势， 红色铸就精神， 绿色引领
发展。 近年来， 桂东县统筹运作红色人
文资源和绿色自然资源， 深挖潜力， 走
出了一条以“红” 带绿， 以“绿” 促红，
红绿“两轮并驱” 的发展道路。

红色旅游风生水起
桂东是一片红色热土。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
在这里留下战斗足迹。 《三大纪律·六项
注意》 颁布旧址、 毛泽东迎还红军大队

纪念地 （唐家大屋）、 红六军团誓师西征
旧址、 工农红军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
……每一处红色的印记， 都有一个“激
情燃烧” 的故事。

这几年， 桂东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
挖掘红色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风生水起。

2009年，县里制订《发展红色旅游实
施方案》， 按照旅游产业规律和红色旅游
发展思路， 确定红色旅游线路， 编制全
县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和景区建设详规。

该县在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颁布
旧址兴建第一军规广场， 设计新颖、 雄
伟壮观的纪念碑屹立在广场中央， 引来
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县里还对中国工农红军桂东革命活
动纪念馆、 沙田万寿宫以及红六军团寨
前圩河滩誓师西征旧址等红色景点恢复
原貌， 维护修缮， 保护和充实了史料。

通过精心装扮红色景点， 营造出革
命老区浓厚的红色旅游氛围。 8月中旬，
记者刚一踏入沙田镇的“第一军规” 广
场， “山起舞， 水扬波， 桂东飞出一支
歌……” 一阵激昂的歌声就从不远处传
来。 循声望去， 一首名为 《桂东飞出一
支歌》 的MTV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 游
客齐聚屏幕下方， 和歌起舞， 掌声连连。
在沙田戏台、 万寿宫等景点， 过往游人

如织， 一派热闹景象。 工作人员介绍，
前来观光的游客有的是组团前来， 有的
是自发参加红色旅游， 踏访红色足迹，
接受红色教育。

县旅游部门负责同志说， 今年以来，
桂东红色旅游呈“井喷” 之势。 年初至
今， 全县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呈几何
级数增长， 预计今年将突破50万人次。

绿色产业硕果累累
“如果说红色是桂东的文化、 精神

和动力， 绿色则是桂东的优势、 理念和
出路。” 县长黄峥嵘说。

2012年9月， 以红色闻名遐迩的桂
东县， 迎来一张崭新的绿色名片： 桂东
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定为“全国
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县”。 桂冠的背后，
有桂东人引以自豪的生态“底气”： 森林
覆盖率达82.36%， 居全省之首， 县域内
负氧离子含量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25272
个， 最高瞬时值达15万个。

绿意盎然的生态家园， 也与这几年
县里“广植绿色” 有关。 近两年来， 桂
东积极呼应“绿色湖南”、 “森林郴州”
建设， 开展3年城乡绿化攻坚。 全县新造
林8万亩， 封山育林20万亩， 抚育改造
20万亩； 县城新建小游园、 单位庭院绿
地83处， 县城公共绿地达到65.3万平方

米； 创建市级绿化示范乡镇9个、 示范村
22个。

放眼望去， 桂东“绿” 果累累： 一
条条整齐划一的林带， 一片片气势雄浑
的林网， 一个个诗情画意的景点， 一座
座掩映林中的村庄……今天的桂东， 城
在山中， 水在城中， 楼在绿中， 人在画
中。

为培育生态富民的“绿色银行”， 桂
东县全力打造全国“茶叶之乡、 南竹之
乡、 药材之乡、 花卉苗木之乡”， 出台一
系列激励政策， 县财政每年安排2500万
元资金， 扶持特色生态产业的发展。

目前， 全县已建成茶叶基地8万亩，
被列为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示范
县， “玲珑茶” 成功创建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全县已建成南竹基地15万
亩， 药材基地15万亩， 花卉苗木基地4.5
万亩， 打造了“万亩茶叶观光园”， “百
里花卉苗木走廊”。 “玲珑茶”、 “老桂
岽”、 “绿缘红豆杉” 等一批生态产业实
现规模化发展。

“因红色与桂东结缘， 因绿色而爱
上桂东。 天天生活在天然氧吧城， 感觉
很好！” 在桂东做了20多年服装生意的
外地客商卢老板， 用真挚的语言所描述
的感受， 透出了一名“新” 桂东人的自
豪。

红色旅游风生水起，绿色产业生态富民。 山区小县桂东，山水神韵与文化魅力奏鸣———

唱响“红”与“绿”聚合曲

本报8月2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威群）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希特
剪纸艺术展今天在湖南省图书馆拉开帷
幕，在为期5天的展览中，将展出李希特
从事剪纸艺术生涯50年来的优秀作品
120幅。 老同志熊清泉宣布活动开幕并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

李希特，1940年生， 双峰县印塘乡
人， 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理
事，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民间工艺
美术委员会理事， 双峰县文联副主席，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授予其“民间工艺美术家”称
号，2000年获“湖南省剪纸艺术大师”殊
荣，2011年省政府授予其“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

李希特长期潜心于民间剪纸艺术的
学习、研究，承传统，重创新，博采众长，
剪刻并用，不拘一格，其团花剪纸复杂多
变，肖像剪纸以快、准、美获“三湘一绝”
之誉。 1970年始有作品展出和发表，其
书法、印章与剪纸融于一体，成为李氏剪
纸的一大特色， 其剪纸艺术被业内专家
誉为“新文人剪纸”，从艺事迹载入《中国
当代剪纸家》、《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名
典》等辞书。

李希特的家乡双峰县素有“名人故
里、女杰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的
美誉。 近年来，该县立足资源优势，提出
“在人文资源密集区率先建设文化强县”
战略口号，设立县级“三百万文化发展基
金”，重点用于奖励艺术人才，扶持艺术
创作，逐渐形成独特的“双峰文化现象”。

本次活动由娄底市人民政府、 省工
艺美术协会、省图书馆、省美术家协会、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 双峰
县人民政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省工艺
美术协会剪纸专业委员会承办。

承传统 重创新
李希特“新文人剪纸”艺术展星城“剪彩”

8月24日，李希特“新文人剪纸”艺术展在长沙举行，图为老同志熊清泉参观展览（右四为李希特）。 周然 摄

本报8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谌孙存 胡益龙） 由多个刷子组成圆弧形
滚筒，在动力带动下，滚筒大刷与小刷之
间相对转动产生吸引力，让大小、深浅不
一的碗碟从几个滚筒中穿过，每分钟可洗
碗碟20个。 8月19日，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
县城开制衣店的龙开平，向记者演示了其
全自动洗碗机的操作过程。

今年50岁的龙开平曾在长沙等地制
衣厂打工， 2000年在通道县城开了一家
制衣店。 爱好钻研的他， 从2007年开始
研究家用洗碗机。 他说， 平时逛大型商
场和超市时发现， 只有西方水冲式、 超

声波式大型洗碗机， 没有针对中式餐具
深浅大小不同的碗碟进行洗刷的中小家
用型洗碗机。 为填补这一空缺， 他萌生
了研究发明的念头。 去年11月， 他发明
的全自动洗碗机获得了国家专利。

记者看到， 这款全自动洗碗机与冰
箱差不多大， 适合于在家庭中放置 。
“此机器能够像人手一样， 对碗碟勺筷等
进行全方位清洗， 集洗刷、 过滤和消毒
等功能于一体， 操作安全， 老少适宜。”

侗乡人发明全自动洗碗机

8月24日下午，长沙市区下起中等阵雨。“潭美”入湘影响
我省湘南、湘东地区后，继续向北影响长沙、岳阳等地。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