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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时至8月上旬，今年主汛期已过一半。洪涝
灾害刚刚袭击湘北， 晴热高温又来袭， 防汛抗
旱，进入决战阶段。

虽然我省防汛抗灾已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各地出险和受灾的情况， 也暴露出一些薄
弱环节。

一、“薄”在工程体系
我省已初步构建起防洪抗旱减灾工程体

系，但总体上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由于历史欠账
多， 水利设施短板较多。“防洪抗旱减灾工程体
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环节滞后，都将
拖累全局。”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说。

“蓄水池”容量小。水库、塘坝调洪济枯，就
如放大版“蓄水池”，是防洪抗旱的主力军。我
省各类水库、塘坝数量全国第一，但总库容仅
605亿立方米，只占河川径流量的36%，汛期只
能看着洪水资源白白流走， 旱季又只能喊渴。
而且，大中型水库数量只占水库总数的3%，特
别是湘江上游缺乏控制性水库，调控洪水能力
有限。

“保护圈”短板多。6月20日漫溃的酉水里
耶大堤，因保护里耶古城遗址所在地，堤防标准
还算相对较高。实际上，四水干支流堤防防洪标
准普遍偏低。“十二五”期间，我省对四水主要干
支流及330条中小河流实施综合治理， 但都是
一段段河道“插花式”治理，还有5000余条中小
河流防洪标准低于10年一遇。 城区堤防中，除
长沙市防洪标准达到200年一遇外， 其他地级
城市和大多数县城均未形成防洪封闭圈。 今年
来，道县、江华及吉首市默戎镇等多个城镇进水
受淹。

“主战场”隐患多。作为“长江之肾”，洞庭
湖接纳四水，吞吐长江，是我省防汛抗灾主战
场。湖区266个大小堤垸，分为重点垸、蓄洪垸
和一般垸。24个蓄洪垸， 绝大部分已实施围堤
加固工程，但分洪闸和安全区建设滞后，难以
有计划分蓄洪水。 湖区还存在重点垸难确保、
一般垸险段多、蓄涝撇洪能力下降等问题。7月
上中旬，烂泥湖垸连降暴雨，垸内烂泥湖、镜明
河险情不断，更难以调蓄渍水，间接导致泉交
河镇长期被淹。

二、“薄”在社会管理
防汛抗旱减灾，重点是防在未汛之时，抗在

未旱之前。
防汛抗灾不能追求“人定胜天”。即使是发

达国家，洪旱灾害也不能完全避免。省水利设计
院院长葛国华说，不同的防洪减灾工程，是有不
同的设计标准的。即使工程体系完备并达标，也
只能防御设计标准内的洪水。要确立洪水管理、
洪泛区管理等理念，通过强有力的社会管理，综
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非工程措施，从源头
上规避洪水风险，减少社会损失。

工程管理维护机制不健全。 由于管理责任主
体不明，管护经费落实不够，难以保证工程长效运
行，特别是大量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有人用、无
人管”。尽管国家持续加大小农水重点县、“五小水
利”项目建设，但还有大量塘坝、末级渠系淤塞严
重，汛期无法蓄水，山洪直奔江河，旱季无法保灌。

对公众的防灾避灾宣传演练不够。 防汛的
最高目标就是不死人，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人员

及时转移。我省将防汛责任下沉到县、乡、村、
组，但每年仍有一些人员伤亡，还需加强对群众
的防灾知识普及、避灾转移演练。

各级防汛责任需要进一步夯实。14121座
各类水库虽已基本摘除“病险” 帽子， 但还有
2000余座中小型水库无专门值守人员， 湖区
3471公里一线堤防遇超警水位时也需要巡堤
查险。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险情并及时抢险，将会
造成巨大损失。

由于降雨时空分布极为不均， 我省往往是
前涝后旱、北涝南旱，甚至旱涝急转。在前期洪
涝灾害中受损的水利设施， 在后期抗旱中可能
出力不足。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段炼中
说：“抗旱的短板，主要体现在饮水和灌溉方面。
相对防汛而言，抗旱意识不足、用水粗放、应急
能力不够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薄”在投工投劳
1998年大水后，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国

家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大幅度增加， 为何防汛抗
旱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国家投入确实成倍增加，但农民群众的投
入大幅减少。一加一减，全社会水利建设总的投
入并没有明显增加。”省人大代表、湘阴县东湖
垸水利管理委员会主任苏铁锚介绍， 国家从减
轻农民负担出发，2003年取消农村“两工”（义
务工、积累工）后，我省农民群众对水利建设的
投工投劳急剧下降，由以前每年约3.5亿个工日
减少到目前约0.14亿个工日， 农民投工量锐减
96%，相当于减少投入上百亿元。尽管国家投入
大幅增长，其中“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对我省
水利投入就达450亿元， 但仍然难以弥补取消
农村“两工”后的投入缺口。

未见堤防的缺口，先见农村劳动力的缺口。
澧县如东镇大周村位于淞澧大垸， 村党支部书
记李书金说：“今年村里巡堤查险，80%以上都
是党员、干部，普通群众积极性不高，而且大多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7月5日晚， 华容县团洲乡
团洲垸一线防洪大堤出险，由于本乡劳力不足，
县里从隔壁乡镇组织约500人紧急增援。

注入一股水，引来万股流。在国家加大投入
的同时，如何引导农民群众踊跃参与水利建设、
水利管理、水利改革，是补齐水利短板需要解决
的关键问题。

金慧 张灿

他，曾是解放军33医院胸外科主任、正师级
干部，大校军衔，退休后却当上了村支书；他身
居繁华都市， 却心系穷乡僻壤； 他家有贤妻孝
子，却放弃天伦之乐。他，就是全国先进军休干
部曾昭斌。

8月4日， 记者走进长沙市雨花军休所，曾
老刚从医院看望老战友回来， 今年已经77岁的
曾昭斌身材瘦小，眉宇间军人气质犹在。

“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现在的一切都
是党给的，为家乡作贡献是义不容辞的事。”在他
清晰的表达中，记者听到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医院治不好的病， 他花2块钱
治好了

———12年来，免费为村民问诊
600多次，手术90多次

1999年，曾老从兰州军区33医院退休后，回
到长沙，成为雨花军休所的一名干部。虽衣锦还
乡，但曾老心里却从没忘记：在贫穷落后的家乡，
乡亲们看病困难，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普遍。

于是，曾老在长沙仅呆了三天，就放弃了悠
闲的退休生活，简单收拾了几件衣物，背起手术
刀和医疗箱， 奔赴大山深处的故乡———新化县
维山乡龙寨村，当起了免费的“赤脚医生”。

刚开始， 村民们都不相信有免费看病的
好事。一天，一位两岁孩子的母亲找到曾老，
说孩子一直拉肚子， 到卫生院看过后仍没有
效果。曾老诊断后，给孩子开了一剂两块钱的
药方。吃完后，孩子的腹泻就好了。孩子母亲
高兴地逢人就讲：“曾医生看病不要钱，开的
药还特别灵！”村民们这才相信，曾老看病真
的免费。

12年间，4000多个日夜里，曾昭斌问诊600
多次，手术90多次，用精湛的医术，为乡亲们驱
走了痼疾病魇，分文未取。

儿子结婚，他舍不得买新鞋
———12年来，为家乡建设捐款

超过10万元，引资100余万元
曾老为乡亲们真情付出，村民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2008年5月12日， 龙寨村进行支村两委换

届选举，曾昭斌高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
后，曾老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千方百计为村民谋
利益。

长期以来，村里人喝的都是混沌的山塘水，
很不卫生。在曾老的带领下，村里筹集10多万
元，完成了人畜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将山泉水引
进了家家户户，让村民喝上了自来水。

为了改善村民们出行问题，曾老四处奔走，
从政府相关部门筹集了43万元资金， 组织村民
用3个月时间，将坑坑洼洼的山路修成了宽敞的
水泥路，山村从此打通了发展大道。

12年来， 曾老为家乡建设捐款超过10万
元，引资100余万元。但平时，曾老对自己生活
非常节俭。儿子结婚，曾老穿着旧皮鞋，老伴劝
他买双新的， 曾老却风趣地说：“打打鞋油不就
是一双新鞋吗？”

2011年底，任期届满，年过七旬的曾老因
身体不适需回长沙静养， 才将村支书的重担交
给了村里的年轻人。

如今，曾老还是经常回到家乡，帮助村民
们排忧解难。他总是说：“故乡，始终是我难以
割舍的地方，只要还活着，我的心就不会离开
那片土地。”

三湘时评

欧阳金雨

中办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的
消息甫出 ，旋即掀起舆论热议 。这份改
革方案为什么能引来各方如此高度关
注？盖因这是一次对团中央深化改革的
全面部署。

形式上 ， 改革方案经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 、中央深改组会议 、中央
书记处办公会议分别审议 ；内容上 ，覆
盖四大方面 、十二个领域 ，堪称整体性
改革。

“青年强则国强”。共青团是党的助
手和后备军， 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
带。通俗地讲，这是一个涉及到“未来”的
组织———团员很多会成为党员， 青年会
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团的工作做得
好不好，事关国家发展活力，事关全面从
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群团工
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
不能停滞不前”，这是共青团改革的冲锋
号和动力源。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来。近些年，青
年人“自我”“个性”的诉求越来越高，团
组织的认识和工作却迟迟没跟上 。“团
员”的光环变淡了，共青团的“存在感”弱

化了， 难怪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曾发出
警告：“如果共青团再不奋起直追， 不仅
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
边缘化、被党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
的价值。”

这次改革， 不是小修小补的调整完
善，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新。

针对共青团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的机
关化、行政化弊端，《方案》提出，要在团
中央精简机关行政编制，补充挂职干部，
“不搞年龄层层递减”；每名专职、挂职团
干部经常性联系100名左右不同领域的
团员青年， 兼职团干部直接联系10名左
右普通青年。 针对群团组织过分重视联
系社会名流，过分娱乐化的倾向，改革直
指病灶。“重吸收农民工、社会组织骨干、
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青年群体中的优秀党
员、优秀团员”，将扩大团干部、团员覆盖
面；青年在网上，我们也要到网上去，“网
上共青团” 的建设会使得团组织离青年
更近；让团组织的服务与青年的成长、创
业、就业、婚恋、健康、维权深度对接，举
措更实、更深、更细。

通过改革，提升共青团的“颜值”，扩
大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就能更好地履
行为党凝聚青年的职责使命。

自我革新“团”聚青年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通讯员 赵伍
芳 王艳云 记者 周小雷 ）8月4日至5
日，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率工
作组一行深入株洲攸县、炎陵调研“双带
双促”、渉军维稳等工作，勉励复退军人
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担得起肩上责，干得
好手中事，示好范、带好头。

在攸县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 地方
党政领导详细介绍了攸县近年来的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从“双带双促”、渉军维稳
等工作阐述了攸县的人民武装工作思
路，汇报了党管武装工作。

在炎陵， 工作组一行还组织复退
军人进行了深入座谈。据了解，炎陵县
现有复退军人1万余人，他们中很多人
复退返乡后，“带头建设家乡， 促进经
济发展； 带头维护稳定， 促进社会和

谐”， 其中，20余名复退军人创办了种
植、养殖、加工作坊等近20家企业，解
决了数千人劳动就业问题。 黄跃进对
炎陵县复退军人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

黄跃进强调， 地方工作千头万绪，
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对党的事业负
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始终做到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心中有戒、心中有责，才
能把工作领导好、建设好、发展好。同时
希望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武部在保持良
好状态和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团结协作，注重创新，夯实作
风，深入细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推动
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让军民融合真
正产生实效。

黄跃进在株洲调研时勉励复退军人

担得起肩上责
干得好手中事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邹平辉）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
了“2016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名单，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榜上有名。

为着力推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进
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教育部
决定自2016年起， 着重总结并宣传推
广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在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 创业指导服务及高质量创

业就业方面的典型做法和特色经验，
积极发挥创新创业典型高校的示范引
领作用。

据了解， 湖南科技大学构建了创新
创业教育培养体系，将《就业指导与创业
基础》列入必修课，另外开设了《创业技
能学》《营销心理学》 等32门创新创业选
修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学校还建立了学
生创新创业档案， 允许学生调整学业进
程，保留学籍休学创业。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公布

湖南三高校入围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陈淦璋 通讯员 李灿） 从8月6日起，凡
是搭乘8月南航或厦航飞机的旅客，都
可以免费领取磁浮试乘券乘坐长沙磁
浮快线了。今天下午，南航湖南分公司
率先在长沙磁浮高铁站向南航旅客发
放磁浮试乘券。

记者在磁浮高铁站服务中心看到，
一位准备搭乘当晚南航CZ6539航班的

乘客李先生， 出示身份证后获得了一张
磁浮试乘券。不到20分钟，他便抵达黄
花机场。

南航市场部介绍，8月份从长沙黄花
机场出发的南航、厦航旅客，可在磁浮高
铁站服务中心， 凭身份证领取磁浮试乘
券； 从外地到达黄花机场的旅客， 凭南
航、厦航登机牌，可在磁浮机场站服务中
心或南航行李到达厅，领取试乘券。

8月乘南航厦航飞机
可免费试乘长沙磁浮

脱贫攻坚奔小康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袁丁）“今年初， 我买了一台龙舟牌收割
机、一台农友牌旋耕机，财政补贴后一共
花了11万多元。上半年，我就赚了6万多
元，到今年晚稻收割时就能回本了。”7月
底， 双峰县锁石镇景星村农机大户邹湘
全开着收割机收割早稻时说，“实行农机
购机补贴政策， 让我们走上了致富路！”
双峰县农机局局长刘定才介绍， 像邹湘
全这样靠农机脱贫的农机大户， 双峰县
共有510多户。

双峰县农机部门探索行业扶贫机
制，用好购机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积极

推广先进适用农机。2015年， 全县发放
购机补贴2300多万元，推广农机8000多
台。 农机部门优先支持贫困村带动能力
较强的农机合作社，引导建立“合作社+
贫困户+土地流转”运作模式，带动贫困
户脱贫。

县农机局与扶贫办及各乡镇联
手，对已建档立卡的贫困农户，提供人
才、资金、技术、项目、信息、协调和技
能培训等扶持， 为购买补贴农机的贫
困户， 现场办理购机补贴和机具核验
等手续， 免费对贫困户进行农机技术
培训。

财政补贴 行业扶贫
双峰农机“挖穷根”

薄弱环节“薄”在哪里
———湖南防汛抗灾热点解析（下）

大校军医变身“赤脚医生”

8月 6日，嘉
禾县征兵体检站，
应征青年展示体
检编号。 当日，该
县征兵体检工作
启动，700多名应
征青年接受体检、
政审和综合素质
的考核，合格者将
应征入伍。

黄春涛 旷怡
摄影报道

应征青年
体检忙

农民群众对水利建设的
投工投劳急剧下降

3.5亿个工日

0.14亿个工日

下降96%

目前2003年之前

� � � � 2003年取消农村“两工”（义务工、积累
工）后，我省农民群众对水利建设的投工投劳
急剧下降，由以前每年约3.5亿个工日减少到
目前约0.14亿个工日，农民投工量锐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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