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振林

水利冬修， 大型灌区、 大型水库等
大项目的建设场面固然壮观， 但今年湖
南大旱暴露出的薄弱环节， 恰恰在于末
级渠系、 田间工程、 干旱死角， 也正是
大型灌区、 大型水库力所不逮的地方。

12月中旬， 记者在茶陵县采访发
现， 在当前水利冬修中， 该县从小型水
库、 小农水、 “五小” 水利等入手， 从

“小” 处大修水利， 一样拉开了冬修水
利的大场面。

小型水库：开辟抗旱水源
在高垅镇星锋村大沙水库， 大坝已

整修一新： 内坡， 正常水位以下采用六
方块护砌， 正常水位以上则用草皮护
坡； 外坡， 排水棱体、 导渗沟样样俱
全。

在大坝内左前方， 一个卧式放水涵
顺着一级级台阶， 从水底斜着伸出水
面。 施工人员介绍， 以前由于放水涵在
水底， 如果启闭设备失灵， 必须由人潜
入水底开闸， 十分危险。 现在， 只需站
在台阶上， 打开卧式涵管放水就行了，
既安全又省事。

这座小Ⅱ型水库， 此前由于年久失
修， 渗漏严重， 长期带病运行， 汛期不
敢蓄满水， 在今年抗旱中出力不足， 下
游近千亩农田无水灌溉。 现在， 大沙水
库除险加固已进入尾声， 明年春季就可
蓄水保灌了。

茶陵县水利局局长谭玉元介绍， 开
辟抗旱水源， 小型水库潜力最大、 见效
最快。 今年， 该县计划总投资4182万
元， 对枣市镇龙头山水库、 思聪乡移山
庵水库等19座小Ⅱ型病险水库开展除险
加固， 为历年任务最重的一年， 总计可
新增和恢复蓄水300多万立方米。

小农水：连通末级渠系
“这里要建一个节制闸， 否则放水

时， 只能筑坝抬高水位， 还会堵塞渠
道。” 严塘镇垅里村4组村民谭珠生正和
施工方交涉。

谭珠生还有一个身份： 施工监督
员。

茶陵县去年入选全国小农水重点
县，在中央和省财政支持下，连续3年集
中连片实施小农水项目。 为确保工程质
量， 县水利局要求项目区每个组均安排
一名施工监督员，全程监督施工质量。

今年， 小农水项目在严塘镇的垅
里、 樟市等21个村实施。 严塘镇属于茶
安灌区范围， 有水源， 但末级渠系不畅
通， 干旱时也只能望水兴叹。

垅里村支书刘运兵说， 全村700多
亩农田， 全部实施小农水项目。 除国家
投资外， 村里通过“一事一议”， 筹资
17.28万元， “没有一户拖后腿”。

从水库到田间， “干、 支 、 斗 、
农、 毛”， 5级渠道缺一不可。 在农田灌
溉中， 如果把干渠、 支渠比作“动脉”，
那么斗渠、 农渠、 毛渠就像“毛细血

管”。 记者在垅里村看到， 通过实施小
农水项目， 田间“毛细血管” 实现“渠
渠相通、 沟沟相连”。

今年， 茶陵县小农水项目总投资达
2424万元， 其中中央投资1200万元，
省级财政配套600万元， 县级财政配套
350万元， 村民筹资及投劳折资274万
元， 整修河坝11座， 改造灌排渠道220
公里。 该县还将小农水项目与涉水项目
资金进行整合， 放大投资效益。 项目明
年3月完工后， 可新增旱涝保收面积2.2
万亩，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100亩。

“五小”水利：消灭干旱死角
“苦干3年， 乐享百年！” 马江镇红

旗村的水利冬修现场， 打出了这样的横
幅。

红旗村属于典型的干旱死角， 932
亩水田全靠山塘灌溉。 今年大旱， 山塘
见底， 750亩水田受灾， 其中263亩水田
无水翻耕。

大旱过后， 村支两委召开村民大
会， 决定勒紧裤带， 人均投劳25个， 开
展山塘清淤扩容和渠道清淤防渗治理。

在4组新自塘， 两台挖机的抓斗从
塘底“抓” 出一斗斗淤泥。 “还有几个
小时， 这口山塘清淤就可完工了。” 红
旗村支书郭石回告诉记者， 挖机清淤，
效率高， 但成本也大， “一台挖机，
一天的费用得好几千元”。 全村水利
冬修， 建设“五小” （小塘坝、 小泵
站、 小渠道、 小水池、 小水窖） 水利

工程21处， 其中新建山塘3口， 扩建山
塘4口， 山塘清淤防渗9口， 渠道防渗2
处， 总投资将达350万元。 工程竣工后，
可改善灌溉面积650余亩， 全村基本上
可实现旱涝保收。

“谭局长， 政策会兑现吧？” “一
定兑现！” 郭石回与茶陵县水利局副局
长谭友明的一问一答， 让记者满腹疑
惑。 原来， 茶陵县2011年启动“五小”
水利3年大会战， 县财政每年投入2000
万元， 采取“以奖代补、 多筹多补、 多
干多补” 的方式， 按工程验收合格后总
投资的50%对项目村予以补助。 根据政
策， 红旗村今年水利冬修可获补助170
多万元。 同时， 县水利局还派技术员进
村免费指导施工。

红旗村3组今年旱情最重， 冬修水
利积极性也最高。 在新建的禾旦冲山
塘， 3组村民王晚生、 王和文等人正在
对山塘进行防渗处理。 王晚生说， 他家
5.6亩水田， 今年晚稻只有1.9亩有水栽
插， 而且没有全收， “年年要买粮吃”。
3个月来， 3组共新建和清淤扩容各3口
山塘， 蓄水能力由不到2万立方米增加
到近20万立方米。

茶陵县从“小” 处大修水利， 场面
其实一点都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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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党政机关要大兴艰苦奋斗之风，
带头厉行勤俭节约……” 初冬漫
步汨罗乡村， 记者不经意从“村
村响” 广播里听到“土讲师” 宣
讲的十八大精神、 三中全会精神
要点……当地干群说， 市委中心
组带头学带头讲， 把党员干部逼
向书本， 逼上讲台， 解决问题的
能力提高了， 干事创业的激情增
强了。

为把理论学习落到实处， 汨
罗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
中心组学习机构， 明确了“一把
手” 组织和督查的工作机制， 今
年来， 各级中心组集中学习400
多次。 结合打响循环经济和龙舟
文化两张品牌， 该市探索出了

“示范学习法”、 “行动学习法”、
“一线学习法”、 “开门学习法”
等富有成效的学习方式———

用“示范学习法” 激励党员
干部“主动学”。 中心组发挥龙
头作用， 每年集中学习12次以
上， 3年来形成调研报告180多
篇。 市委书记白维国、 市长周金

龙撰写的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
域经济建设》、 《强化责任意识
维护基层稳定》、 《让循环经济
循环起来》 等理论文章在 《人民
日报》、 《湖南日报》、 《新湘评
论》 发表。 各单位变“被动学”
为“主动学”， 变“定期学” 为
“经常学”， 变“专题学” 为“逢
会必学 ” ， 变“灌输式学 ” 为
“结合式学”。 在近年开展的“千
名书记讲党课” 和“千名书记讲
形势政策” 活动中， 全市共有
400多名基层党委 （党组、 支部）
书记积极参与， 主讲党课达2000
多场次。

用“行动学习法” 确保学习
“入心入脑”。 中心组要求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将集中学与自学相结
合， 认真读好推荐书籍， 做好自
学笔记， 写出心得体会。 针对中
心工作灵活安排学习专题， 每次
突出一个重点， 解决一个实际问
题。 近3年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3000多个。

用“开门学习法” 拓宽时代
视野。 先后邀请徐晨光、 王乐
平、 唐东平等专家来汨罗讲座。
还以思想政治研究会、 专题调研
组为载体， 对新提拔干部和入党
对象集中培训， 对股所以上干部

集中轮训。 每期培训都确定了5
至8个专题进行调研， 形成了专
题调研报告， 其中三产业发展、
淘汰落后产能等报告， 为领导决
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用“一线学习法” 接上“地
气”。 中心组在汨罗网、 汨罗电
视台开设“学习专栏”； 鼓励乡
镇党委利用“党委书记讲党课”、
“支部书记说典型” 等载体， 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学习。
市委组织部和红花乡将每周五定
为学习日， 由干部轮流备课授
课， 开展系列征文演讲活动， 提
升了学习质量。

学以致用。 汨罗广大党员干
部将理论学习与推动工作紧密结
合， 力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汨
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已形成的再生
铜、 铝、 塑料、 不锈钢加工制造
和碳素生产五大产业集群， 开始
朝循环经济新材料和新产品研发
方向迈进， 今年上半年， 园区25
个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11亿元。
屈子文化园建设先后投资近亿
元， 屈子书院正着手主体建筑施
工。 汨罗经济社会飞速发展 ，
2012年实现财政收入17亿元， 综
合实力跻身全省县域八强。

新制词作品集《紫蓝》
研讨会在长举行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何力柱）“旧题艺续千秋脉，新制
词开一代风。 ”今天，长沙毛泽东文学院，由毛泽东文学院举
办的李梓民新制词作品集《紫蓝》研讨会在这里举行。 来自北
京和省会的评论家和诗词爱好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人员围绕着《紫蓝》的艺术特色、新制词的评价等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致认为，李梓民这种推陈出新、勇于探索
的精神值得肯定和鼓励；其新制词的创作实绩，丰富了传统
词的表现手法。

李梓民，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省作协会员，《湖南
老年诗词》、《诗词论坛》主编。 他在《紫蓝》自序中给新制词的
定义作了如此概括：“新制词是传统词的变体，是诗人和词人
为反映现代社会生活而根据一定格律创制的现代版词体。 ”
具有词牌新、语言新、意境新、用韵新、手法新等五大特征。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妍◎

山东黑陶精品展亮相长沙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陈薇）21日，来自山东的4位优

秀陶艺家洛炎、曲冰、李闻雷和魏春霞，应邀带来了60余件现
代黑陶作品在长沙进行陶瓷艺术交流。这次在湖南汉元当代
陶艺馆举办的“山东黑陶四人作品展”由省美协陶艺委员会、
湖南汉元国瓷书画院、山东陶瓷协会等联合举办。

作品展展出的多件现代黑陶作品，造型多样、装饰手法
丰富多彩，让长沙的陶艺爱好者欣赏到了黑陶“黑如漆、亮如
镜”的独特之美。4位山东陶艺家运用现代美学思想对传统陶
艺进行大胆艺术探索，他们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化观点和艺
术思维也启迪了前往参观的陶艺爱好者。该展览将于12月26
日结束。

如何补齐农业抗旱短板？ 茶陵县从小型水库、 小农水、 “五小” 水利入手———

从“小”处大修水利

欧阳维忠书法作品展出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国斌）去年，湖南评选出代表

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九章》，共有9篇经典美文入选。 永州书
法家欧阳维忠，历时一年多用行草书写出这“九章”，20日在
湖南省国画馆展出。

展厅内，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米
芾的《潇湘八景图诗序》、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等《湖南九
章》美文，经欧阳维忠用何绍基体的行草书写，朴而不拘，雄
逸而不轻飘，现场的书法界人士纷纷叫好。 著名书法家张锡
良说，欧阳维忠笔法、体势深得何字深味。

欧阳维忠是中国书协会员，他先后临习王羲之、王献之、
颜真卿、何绍基，尤其是10多年来他追随何绍基的脚步，在行
草独树一帜。 2011年他的一幅何体行草征服评委，荣获第十
届全国书法展最高奖。

文化 动态

韶山� 情思

守护毛主席故居的年轻武警战士。 本报记者 曹辉 摄

12月22日,南华大学图书馆阅览室里，考研学生在紧张复习，进行最后的冲刺。 当日距研究生入学考试还
有12天。 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为176万，比2012年增长6.3%。 曹正平 摄

“四法”镀亮两品牌
———全省市州党委中心组学习巡礼·汨罗篇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提高理论素养 给力改革发展

青春作证 永继遗志
———访毛主席故居警卫班战士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周翼

韶山毛泽东主席故居对面的谢家屋场， 住着一群年轻
人。

他们年长的不过27岁，最年轻的只有18岁。 他们常年与
游客为伴，维持着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参观秩序，保护着游客
的安全。 不管是风吹雨淋还是高温日晒，他们凭着坚强的毅
力和优良的素养书写了“站岗零差错”的传奇。他们就是毛泽
东主席故居警卫班的一群年轻武警，为主席故居日夜站岗的

“80后、90后”。
一见面，警卫班班长刘明就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热情

地把记者迎入警营内。
走进警营的正堂，干净、整洁是留给记者最大的印象。警

营是在汤瑞仁家茅屋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墙壁四角没有一张
蜘蛛网，桌椅上、窗台边用手擦不出一点灰尘。 寝室内，洗脸
盆、桶子、浴巾齐刷刷地沿着墙面一字排开。军被叠得有棱有
角，牙刷摆放的倾斜角度都相当一致。 步入阅览室，《毛泽东
选集》、《毛泽东诗集》 等一本本有关毛主席的书籍整整齐齐
摆在书架上。 刘明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从这里路过，
我们的警营也是毛主席故居的一个‘窗口’，不仅代表着我们
警卫班的风貌，也代表着武警官兵的形象。 ”

“8年前，我被安排到毛主席故居警卫班。 得到这个消息
后，我兴奋得几天没休息好。给毛主席故居站岗放哨，这是多
么大的荣誉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梦不到呢。 ”如今，来自宁乡
的刘明已是这里最老的兵。谈起毛主席的故事、诗词和文章，
刘明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除了日常的训练外，警卫班会不
定期组织读书思想总结会。每个武警都会将自己的读书心得
与大家交流。 他们还坚持每天读报、上网了解最新的时事动
态。“我们是为毛主席故居站岗的武警，当然要了解他的故事
和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在精神境界上不断提高。 ”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来故居参观的人数大大增
多。除了站岗，他们还经常为游客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临时充
当毛泽东铜像广场的礼兵。“如果有重要的领导人来这里，我
们还要担负起临时警务警卫的责任。”刘明自豪地说。这些年
来，他们为好几位中央领导人充当过临时警务警卫，没有出
过任何差错。

“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值
得永远铭记的。 我们以青春作证，一定会继承老一辈革命家
的遗志，把他们开创的事业一代代薪火相传。 ”采访结束时，
记者给几位年轻帅气的武警拍集体照，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
了这样的心声。

长炼实现烟气绿色排放
本报12月22日讯（张勇 郑琦 亚平）经过一个月的系列

调试运行，长炼新建催化烟气脱硫装置各项运行数据，昨天
均符合设计值， 烟气颗粒物含量稳定保持在50毫克/立方米
以下，低于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现烟气绿色排放。

近年来，长炼高度重视烟气外排管理工作。 作为该企业
重点环保项目之一， 烟气脱硫装置于2012年10月动工兴建，
今年10月建成。 长炼采用美国贝尔格公司（BELCO）的ED-
VR5000湿法脱硫工艺进行烟气脱硫， 处理后的烟气二氧化
硫排放低于150毫克/标准立方米， 颗粒物排放低于50毫克/
标准立方米。 预计装置每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500吨，减少
颗粒物排放380吨。

15名“乡村名医”受表彰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立华）他们长

年在偏僻农村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行医，足迹遍布乡村的每个
角落。 20日，长沙市卫生局举办“长沙市乡村名医”先进事迹
报告会，表彰15名坚守农村基层一线的健康“守门人”。

据悉，为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长沙市出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3—2015年）》，
将连续3年对该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尤其是偏远地区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实行人才激励机制，从长沙市政府
办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工作的
2700余名在职乡村医生中层层筛选，从医术、服务态度、廉洁
和知名度等多方面进行公开公正的评测，每年评选15名“乡
村名医”，由市政府给予特殊奖励。

■冬修水利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