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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
国 祁春华)6月4日凌晨3时，芷江木叶溪乡抗灾救灾
服务小分队分赴小渔溪、黄土田等受灾较严重的村，
与群众一起开展抗洪救灾。

6月4日凌晨，芷江普降暴雨，降雨时间集中，来
势猛、强度大，14个乡镇受灾，其中木叶溪乡、芷江镇
等6个乡镇受灾严重，受灾人口达15.6万人，受灾农
作物面积11.2万亩，水利等设施损毁严重，8处县道、

21条乡道交通中断。
灾情发生后， 芷江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县

委书记曾佑光、 县长吴飙紧急召开防汛协调会，各
级干部赶赴一线， 组织群众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
点撤离、抢救被困群众，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 芷
江还组建了应急抢险分队，当地武警、消防官兵及
民兵预备役人员也投入抗洪抢险，及时转移受洪灾
威胁的群众及财产。

邵阳市 中雨 21℃～25℃
湘潭市 中雨 22℃～26℃

张家界 阵雨转阴 22℃～28℃
吉首市 大雨转中雨 20℃～22℃
岳阳市 多云 23℃～28℃

常德市 多云转阵雨 23℃～28℃
益阳市 阵雨 23℃～29℃

怀化市 中雨转大雨 22℃～25℃
娄底市 大雨转阵雨 23℃～25℃

衡阳市 中雨 23℃～27℃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24℃～30℃

株洲市 中雨 22℃～27℃
永州市 阵雨 24℃～30℃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雨，明天，中雨转阵雨
北风 2 级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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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唐高波 李忠华）端午小长假期间，邵阳市北塔区
陈家桥乡望城坡村500亩大地玫瑰园里游客成群，
有赏花的，有买花的，也有学制玫瑰干茶的。园主
谢检华告诉记者，玫瑰园实行种花、卖花、加工、休
闲一条龙，生意越来越火了。

近年来，北塔区发挥紧靠市区、交通便捷的优
势， 瞄准市场需求， 发展具有特色的都市休闲农
业，服务市民、致富农民、美化乡村，已连续3年被
评为邵阳市休闲农业先进单位。 为壮大都市休闲
农业，北塔区突出主题特色，实施扶持政策。在农
业综合开发、 农业招商引资方面优先向休闲农业

倾斜，近3年休闲农业新增投资6亿多元，建成大型
精品休闲农业项目10多个。 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支持建设的桂花湾生态园，已投资1.2亿元，发展珍
贵花卉苗木基地2000亩、无公害蔬菜基地500亩，
成为省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引进的湖南东方新
绿洲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建成北塔生
态园，占地2000多亩，成为城市“绿肺”。

北塔区还充分挖掘本地文化、民俗、生态等资
源，按照“一乡一园区、一园一主题、一园一亮点”
的要求，走特色化发展休闲农业之路。“大地”园赏
玫瑰，“北塔”园看樱花，丹霞山庄拓展攀岩等，深
受市民喜爱。今年1至5月，全区休闲农业共接待游

客30多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67万元。
北塔区还以生态休闲农业项目串线连珠，示范带

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今年来，带动资江沿岸及320
国道、217省道沿线乡村大力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80%的村实现水清树绿路畅灯亮， 已有7个村被评为
省级生态村，1个村正在申报国家级生态村。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
升）清清的河水畅流无阻，河岸护坡上绿草如茵，
堤岸新种的桂花、樟树长势良好。这是记者最近在
永州市冷水滩区水汲江珊瑚项目区见到的景象。
冷水滩区对中小河流开展清淤、除污、护岸、禁采、
植绿等综合整治， 全区11条中小河流全都展露出
新的容颜。

冷水滩区位于湘江最上游地段， 境内有流域
面积50公里以上的河流11条，均为湘江水系。多年

来，由于缺乏治理，这些河道水草丛生、垃圾遍布、
河砂乱采，污染十分严重，对防洪、灌溉都造成了
危害。2012年，冷水滩区被列为全国中小河流治理
重点县和综合整治试点县。以此为契机，该区对辖
区内中小河流开展综合治理。 区里委托湖南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对区内流域面积50平方
公里以上中小河流进行了综合规划， 确定了11个
项目区，综合治理河道总长达110公里，总计投入
资金达3亿多元。此次中小河流治理，该区以清除

淤泥、治理污染，护砌堤岸、禁止采砂、种植草木为
工作重点，努力增加河道的调蓄水量，恢复河道的
自然生态，构建人水和谐的水文环境，有效改善村居
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工程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
后，区水利局对每个工程项目都派出了专门的技术人
员和监管人员，以确保工程质量和如期完工。

目前，这些项目已有4个全部完工，其他项目正加
紧组织施工，累计工程投入已达2亿多元。完工河段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综合整治的效果十分明显。

都市休闲农业红火

中小河流展露新颜

怀化积极应对强降雨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唐文勇 潘恒 ) 6月3日8时至4日8
时，怀化中西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导致芷
江、新晃、鹤城等3县区27个乡镇受灾，受
灾人口17.4万人， 受灾农作面积12.5万
亩。

据怀化气象部门统计，全市降雨站点
达566个， 其中大于50毫米的站点有48
个，大于100毫米的11个，最大为芷江木
叶溪213.2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4日零
时至7时，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春阳
滩、蟒塘溪、长泥坪等处电站均开闸泄洪。

为应对本次强降雨， 怀化市积极应
对， 下发紧急通知提前部署。6月3日，市
防指下发调度指令，要求蟒塘溪电站加大
出库流量，腾出防洪库容。并在4日凌晨2
时至4时，对降雨较大的新晃、芷江防汛
办及新晃波洲乡、芷江木叶溪乡防汛值守
情况进行了督查。6月4日8时， 市防指紧
急派出工作组，赴受灾严重的芷江指导抗
灾工作。鹤城区委书记熊安台带领有关部
门负责人在城区组织抗灾工作。 新晃水
利、防办等相关部门人员赶赴降雨集中的
波洲镇，现场指导防汛。目前，芷江、新晃、
鹤城3县（区）共紧急转移群众近1000人。

徐德荣 朱章安 夏建军 陈亮

“6月2日下暴雨后，村里受灾情况如何？一定要
尽快恢复被损坏的水利设施……”6月3日，躺在重症
病房的罗俊红仍在“遥控”指挥村里抢险救灾工作。
病情刚刚好转，他在病床上就忙碌起来。

罗俊红是衡山县长江镇桥坪村党支部书记。5月
25日，村里遭遇多年未遇的暴雨，他为排除山体滑坡
危险而身受重伤。当天，桥坪村有10余户受到山体滑
坡威胁，但没有一栋房屋倒塌，也没有其他村民因灾
受伤。

“村里很危险，我不能离开”
今年39岁的罗俊红以前在广东广州做建材生

意，几年前，他回乡后,被推选为村支书。
5月25日一大早，望着铺天盖地的大雨，罗俊红心

里嘀咕着：“桥坪村地势低洼， 村里许多房屋建在半山
坡，会不会有危险？”他放心不下，拨打村里的电话。

“今天是星期天，你答应送孩子去湘潭读书的……”
妻子提醒他。“来不及了，我得赶紧走。村里很危险，我
不能离开。”罗俊红走出家门，一边向镇政府汇报，一
边打电话通知村干部， 按照村里制订的山洪灾害防
御预案紧急行动起来。

桥坪村离县城10多公里。开车赶往村里的路上，

罗俊红发现县城已出现严重内涝， 而暴雨丝毫没有
减弱的迹象。

村里两座小型水库关系着全村600多亩农田的
灌溉，一旦垮塌，后果不堪设想。来到村里，罗俊红直
奔水库，带着村里青壮年，冒雨疏通排水沟，加快排
水速度。

“绝不能倒一间房子”
“罗支书，我家后面的山体可能会滑坡，请你过

来看看！”排除水库险情后，罗俊红陆续接到几户村
民的求救电话。 罗俊红立即安排村里的广播不断播
报汛情，提醒村民转移自救，一边嘱咐党员、小组长
挨家挨户察看灾情，确保不倒塌一间房屋。

“欧菊华家的房子离山体最近， 极有塌方的危
险。”时间已过中午，罗俊红猛然想起欧菊华家，飞奔
过去，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屋后山体已出现较宽
裂缝， 山边一棵大板栗树根部裸露在外， 一旦倒下
来，房子就会被砸倒。

“调挖机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把树锯掉！”罗俊红
立即叫村民找来电锯， 爬到滑坡裂痕越来越大的山
坡上锯树。伴随着隆隆巨响，这棵大树终于在滑坡前
被锯倒了。

随后， 罗俊红来到屋角一棵同样威胁房屋安全的
梧桐树边，一脚没踩稳，从山上滑了下去。一根两寸余长
的竹尖插入了他的胯部，鲜血汩汩冒了出来。罗俊红忍
着剧痛想站起来，终因体力不支，晕倒在地。

由于伤势重， 罗俊红被紧急送往衡阳市的南华
附一医院接受治疗。

“我的房子没有倒，罗支书却受了重伤……”很
多天过去了，但提起罗俊红，欧菊华仍声音哽咽。

蒸湘区千余干部
社区清淤

本报6月4日讯 （朱章安 徐德荣 成振
锋）“干部来我们家门口清淤，我们也应该参
加进去。”6月4日上午，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
道太平二社区居民蒋久英老人， 看到区里
数十名干部在自家门前的下水道清淤，立
即提着铲子来一起干活。当天上午，蒸湘区
1500余名机关干部自带工具， 分赴区内32
个社区（村）、120余条背街小巷，开展清淤
作业，以确保下水管网畅通。

6月1日至2日，衡阳市遭遇强降雨。该
市蒸湘区部分地下管网、 化粪池等年久失
修，影响排水，致使区内5处地方出现严重
内涝，一些车辆及临街商铺被水浸泡。为减
少群众损失，蒸湘区决定开展雨（污）水井、
化粪池及下水管网清淤专项行动，采取“政
府主导、部门联动、乡街实施、群众参与”方
式， 对淤积堵塞处进行清理疏浚、 维修改
造。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清淤行动将持
续2个月，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整治，清理及
维修改造后还将由组织专门人员验收。验
收通过后，再由环卫部门建立60余人的专
业清淤队伍，配备清淤车辆，形成常态化机
制，确保下水管网畅通。

夏艳辉 杨军 李礼壹

6月4日一大早， 益阳市赫山区
牌口乡虎形山村村民胡有余把多年
没用的鱼网拿出来， 到家附近柳林
江捕鱼，一网撒下去，收起了10多斤
鱼。 他对前来回访的区水务局副局
长李建良说：“以前河道被人霸占，
我们不敢下网，现在好了，能自由自
在捕鱼了。 ”

听了胡有余的话， 看到柳林江
里网箱、 围堰等阻洪设施都得到了
清除，李建良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个
拖了多年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柳林江是湘江一级支流， 流经
赫山区欧江岔、 牌口和湘阴县茶湖
潭、新泉等乡镇，全长24公里，为赫
山区、湘阴县共管。 两岸有100多万
人口和200多万亩农田， 抗旱排渍、
防洪保安任务重大。近些年来，两岸
一些村民在河道中设置“迷魂阵”捕
鱼，用围网、围堰养鱼，导致河内障
碍物不断增多，河道日益变窄，严重
影响行洪。 今年4月10日，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就柳林江河道清障下发专
门文件，责令赫山区和湘阴县在5月

底前，将辖区内阻洪设施全部清除。
“年年清障，年年原样。 今年清

得了吗？ ”听说又要组织清障，牌口
乡村民苏志红发出疑问。 他在柳林
江拦网养鱼多年， 每年获利3万元。
过去，由于赫山、湘阴两地协调不够
等原因，每次清障不久，又恢复了原
样。

今年清障行动开始后， 赫山区
与湘阴县紧密配合，拟定方案，以人
为本，人性执法。 区水务局和牌口乡
干部走村串户， 了解全乡20余户养
殖户和捕捞户的意愿， 并向他们宣
传相关政策和法规。 乡水管站长任
红权到每户渔民家里，反复做工作。
在4月下旬清障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时， 赫山区对违规设施也不是强行
一拆了之， 而是先让养鱼和捕鱼者
“起”鱼，干部还主动到长沙和益阳
等地帮助联系买家， 使养殖户的鱼
得以全部卖出， 最大程度减少了损
失。

有情执法“软着陆”，达到了清
障“硬效果”。 至5月下旬，柳林江赫
山段清障任务全部完成， 通过了省
里督查验收。

赫山区、湘阴县联手,柳林江清障顺利———

多年难题一朝解

本报记者 吴希

“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不仅服
务态度好，效率还很高。只有20多分
钟我的公司就注册好了。”6月3日，
在长沙市岳麓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
内， 北京籍商人马先生拿着刚办好
的营业执照，笑眯眯地对记者说。为
提高工作效率，解决“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事难办”等问题，自6月
开始， 岳麓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区政务服务
中心，开展“转角色、真体验、促服
务、提质量”部门一把手窗口为民办
事活动，每周二，19个窗口单位主要
领导以首席代表身份直面百姓。

“带上街道的证明、个人身份证
等资料，取个号，不到一个小时，你就
能拿到证。” 在岳麓区工商局局长李
季指引下，按照长沙最新试行的“先

照后证”原则，个体户吴国方在当天
上午就办好了餐饮业营业执照。随
后，按照工作人员的温馨提示，他又
来到隔壁的环保局窗口进行登记。

“你们的新店可以边开业边做
环境测评审批，审批通过后，我们还
会进行油烟排放、 餐余垃圾处理的
检查，请按照规范作业。”迎接他的
是岳麓区环保局局长刘菊娥， 在刘
菊娥的指导下， 吴国方全面了解了
开店过程中的环保要求。“我将规范
作业，争取新店6月18日开业。”吴国
方告诉记者。

“群众再小的事，在我们眼中也
是大事。”坐在政务中心大堂的区政
务服务中心主任齐坚真介绍， 此次
活动是转角色、真体验，让“一把手”
坐进窗口为民办事，19个部门在这
里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缩短了与
一线员工的距离。

“一把手”窗口“坐堂”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尹超 通
讯员 易善任 向小念）今日清晨7时
许， 在桑植县走马坪白族乡滚水峪
村吴家湾水库路段， 一名骑摩托车
的老人不幸驶落水中。 千钧一发之
际， 附近村民张桂浓老人唤醒熟睡
的儿子，与村民合力将老人救起。

老人名叫余秋培， 现年63岁。一
大早，余老驾驶摩托车去办事，入弯
时一不小心冲入水库。住在附近的张
桂浓见状，急忙摇醒儿子甄宏海前去

搭救。甄宏海从近10米的高坎上纵身
跃入水中，奋力托起正在下沉的余秋
培。当甄宏海托着老余好不容易游至
岸边，却因精疲力竭，无力上岸。

余老头部受伤，血流不止，几度
昏迷。耽误一秒，就多一份危险，甄宏
海心急如焚。危急时刻，甄母喊来王
先海、王国新两位村民搭手，一起将
余秋培救起，并叫来120急救车。

目前， 余秋培正在县人民医院
接受救治，已脱离生命危险。

老人连车带人冲入水库
老妈摇醒儿子跳水救人

6月4日，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乡分水坳村岩田铺组，消防队员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的孕妇和小孩。
罗明媚 杨翠 摄影报道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陶艳） 切纸机的刀突然落
下，27岁的李先生左手4根手指齐刷
刷地被切断。经过医护人员连续8个
多小时的手术，“断指”被成功接上。
记者今天从省中医院获悉， 李先生
的4个断指血液循环都已经恢复，4
个手指基本存活。

5月22日晚，27岁的李先生被
120急救车送到了省中医院。随行人
员提着一个包裹，里面放着4根手指
头。原来，李先生在工作时，不慎被
切纸刀切断了左手食指、中指、无名
指、小指四根手指。该院骨伤三科教
授曾赛华接诊后， 立即将这些断离
的手指进行冷藏处理， 然后给伤者
止血、配血型、输液、组织抢救。

主刀医生曾赛华介绍， 断指再
接手术，6-8小时为手术的最佳时
机。通常来说，接一个断指需要的时
间就达到3-4个小时，4个断指就要
求医护人员必须争分夺秒， 不能让
手指‘死’了。救治中发现，由于切纸

刀刀锋较钝且存在一定的宽度，导
致李先生的4根手指头和手掌在离
断的过程中受到挤压， 造成切口面
的皮肤软组织和血管的挫伤程度比
较大。这也加大了手术难度。

手术中， 曾赛华将每一个手指
的骨骼用钢针固定，吻合屈伸肌腱，
然后在手术显微镜下用比头发丝还
要细的线将血管神经接通。经过8个
多小时的手术， 直到凌晨5点左右，
手术顺利结束。

记者从该院了解到， 一些半手
工半机器的操作， 对人与机器的配
合要求比较高，工人上夜班，一旦技
术不熟练或注意力不集中， 就容易
发生手、 指被碾轧的不幸。 医生提
醒，一旦发生手指被碾轧的情况，一
定要保持冷静， 尽量将断指保存完
好， 用干净的敷料将断端进行加压
包扎止血， 并尽快送到能开展断指
再植手术的医院进行救治。 如果长
途去医院最好将断指放在保温瓶里
低温保存。

切纸机切断小伙4根手指

8小时“断指”复活

暴雨中的坚守

芷江干群全力抗洪救灾

———记衡山县桥坪村村支书罗俊红

北 塔

冷水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