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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朱帅 李光

“多亏了李久忠和他的小铁皮船,不然
我们一家4口困在水中就出不来了。”6月
27日， 麻阳岩门镇岩门村8组村民李昌和
说起24日被救情形，依然心情激动。他和
老伴及两个孙子被洪水围困家中， 是李久
忠划着他的小铁皮船救出去的。

24日上午，岩门镇岩门村降雨量超过
170毫米。岩门村8组正好处在该县黄土溪
水库下游和另一条溪流的交汇处， 地势低
洼，住着几十户村民。

下午1时40分， 强降雨促使溪水猛然
上涨，来势凶猛，8组大多数村民还没来得
及转移就被围困家中。情况危急，村民李久
忠便驾着小船挨家挨户营救转移被困人
员。

李久忠是组上的老人， 年逾7旬的他
爱在村里的溪中捕鱼， 用的工具就是一艘
小铁皮船。这艘船1米多宽，7米多长，能载
4人。 岩门村村主任张吉忠正在上游的几
个组救灾，听说险情后立即赶来救援，并报
告了镇政府。

“沿河的房子都被洪水淹没了，村民们
都被困在2楼。”张吉忠说，他水性好，便和
李久忠一起转移被困村民，载4人的小船，
一次转移2人。雨在下，水在涨，李久忠一刻
没有停下手中的竹篙。 村民们看到他的船
来了，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李久忠和张吉
忠划着小船先后救出26人。镇政府派出干
部赶到现场参与救援， 县里还派来了冲锋
舟，被困村民被全部救出。

“老李是个热心肠。”村民李昌平竖起
大拇指点赞。李昌平介绍，只要一发洪水，
李久忠就成了组上的“救生员”。

全力防汛抗灾 抓紧恢复生产

7旬老人驾小船救出26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彦 米承实

“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6月26日18
时20分许， 看着自己房子的架空层被村里的
灾后恢复小分队冲洗干净， 辰溪县潭湾镇石
牌村村民姚源源握着村支书杨清欢的手连忙
道谢。至此，经过一天一夜奋战，遭遇洪水的
石牌村1500余米村道、7户民房被清理干净。

“今天无论如何要把码头上的淤泥给清
理掉。”6月25日12时，杨清欢看到洪水开始有
消退的迹象后，要9组组长周世全通知村组干
部开会，成立了灾后恢复小分队，开始了整村
的清淤和清洗。

石牌村地处锦江河畔， 多条村道被洪水
淹没。村里的码头是潭湾镇7个码头中客流量
最大的一个， 每天有数百人要通过此码头过
渡到华中水泥厂一带， 码头的清淤工作关系
到该村1860人水路出行安全。

队员们在码头上干得热火朝天， 这个由民兵
应急分队、村支两委干部、党员及群众代表40人组
成的灾后恢复小分队，连续工作了10个多小时。

“我说路怎么都通了， 原来是你们搞的
啊。”25日23时， 有几位村民骑着摩托车经过
码头，被村民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感染，也加
入到了清淤的队伍。原本昏暗的码头，瞬间被
摩托车车灯照亮，清淤进度又加快了一些。

6月26日0时30分，石牌村灾后恢复小分队
已经完成了村里700余米通组公路清洗和5户受
灾村民的房屋清淤工作。 由于码头的洪水还未
全部退去，码头边道路清淤还不能进行，队员们
商量好分组轮流每1个小时来到码头查看一次，
只要水位下降，他们便马上开始清淤工作。

“水退了，大家起来开始清淤。”6时30分
许， 到码头查看水位的张杰逐一叫醒清淤队
员。7时许，40多名队员陆续赶往码头方向，开
始了道路清淤。

6月26日中午，队员们只休息了1个小时，冒
雨干到18时20分许， 完成了余下的800余米村
道的清淤和张太勇、姚源源2家房子的清洗。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范永萃 蔡华波

6月26日， 洪涝后的岳阳经开区西塘
镇高城村村民开始恢复生产。 村党支部副
书记、 岳阳市人大代表刘新华还在巡查旁
家塘水库大堤。“我村有2座水库、4口山
塘。这几天，我们4名村干部分头把守，我
负责巡查防守旁家塘、周家畈2座水库。”刘
新华欣慰地说，“我们保证了全村无一人伤
亡，没垮一库一坝，受灾群众均得到妥善安
置。”

23日早上，暴雨突降，高城村地势低
洼处顿成汪洋。 高城村属岳阳城东丘岗地

区，水库、山塘多且都在半山腰，稍有闪失
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村党支部书记在外学
习。“人大代表为人民！”村党支部副书记刘
新华挺身而出， 组织村支两委干部和村民
小组长，打响了防汛遭遇战。他自己则立下
严守2座水库安全的“军令状”。

暴雨如注，责任如山。刘新华驾着私车
在2座水库和4口山塘间来回奔波，细心巡
查。车在旁家塘水库调头时，刘新华不慎连
车带人栽入路旁近1米深的山沟。 闻讯而
来的村民帮他把车抬出来， 劝他去医院看
看，他摇头拒绝，坚持战斗。“上级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一天没有撤除， 我们就一刻也不
能撤离！”

干群彻夜清淤忙 人大代表严守水库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长沙人有多爱吃？近日，阿里巴巴旗下本地
生活服务平台“口碑”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
据中心发布了《2017中国餐饮消费报告》。
报告显示， 长沙是全国餐饮消费力指数排
名第十的城市。按照生鲜水果订单的占比，
长沙人是全国最爱吃生鲜水果的， 同时长
沙也是全国最爱喝奶茶的城市。 吃完水果
喝奶茶，成了很多长沙人的习惯。

根据《报告》测算，2016年全年，中国
餐饮市场规模突破3.5万亿元。 从全国范
围看，按照餐饮消费额，广东是全国餐饮
市场规模最大省份。 前十大餐饮大省分

别是：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
浙江省、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
省、安徽省。而按照城市对比，餐饮消费
力指数排名前15名的城市分别是：上海、
北京、苏州、深圳、厦门、广州、杭州、南
京、天津、长沙、青岛、成都、武汉、郑州、
重庆，长沙位列第十。

年轻化的消费群体是餐饮行业增长和
改革的最大动力。“口碑”的消费数据显示，
80后和90后年轻人群在餐饮消费人群中
的占比接近七成。 与此同时，90后人群规
模正在逐渐超越80后，成为餐饮业的消费
主体。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前5月， 我省规模工业以较低的能耗支撑
了较快增长。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
5月， 全省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
增长1.8%，比年初1至2月增速下降6.4个百
分点，重回低位运行区间。

能耗下降的行业增多。全省39个大类行
业中，年初有31个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
上升，1至5月减少到20个行业能耗同比增
长，19个行业能耗同比下降，其中，石油加工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

下降22.0%，是能耗下降最快的行业。
1至5月，全省综合能源消费量同比上

升的市州减少为7个，其中，仅株洲能耗同
比增速在20%以上。

数据显示， 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占
比维持高位，是我省工业能耗的主要问题。
前5月， 全省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占全部规模工业能耗的比重为
79.2%， 同比增速超过平均水平1.1个百分
点，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仍面临较
大压力。

前五月我省规模工业综合能耗
同比增长1.8%
较年初增速下降6.4个百分点，重回低位运行区间

长沙人爱吃水果爱喝奶茶
餐饮消费力指数排名全国第十

瞿海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 一头连着全面小
康，一头连着民生民心。目前，益阳市还有1个
国贫县、293个贫困村、7.5万户贫困户、21.7万
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安化县是我市唯一的
国贫县， 是脱贫攻坚主战场。 其脱贫进展如
何，是我挂在心头、扛在肩头、做在前头的工
作。6月3日到4日，我和市委办、市扶贫办的同
志一行5人，再次深入安化县，直奔基层，掌握
真实情况，力促提升实效。

我们首站来到龙塘乡陶贺冲村。该村共455
户，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90户370人。62岁的黄培
林，妻子患有类风湿，家庭困难，可他坚信，人勤
地生金。通过种植玉竹等中药材，加上打些零
工，他已成功脱贫。村民黄章文情况特殊，妻子
多病，儿子患过小儿麻痹症，儿媳妇智力残疾，
原已脱贫今年又返贫了。村里考虑到他养猪技
术不错，帮他建起了小型养猪场。听村民说，全
村增收主要靠种植玉竹。 我们来到玉竹基地，
1000多亩玉竹随风吟歌，给人希望。我叮嘱村干
部，要早些谋划，畅通销售渠道，帮村民实现丰
收梦想。扶贫工作越到后面，越是“啃硬骨头”，
找准致贫原因，因户施策，整村推进，显得尤为
重要。扶志当先，要激起新念头。要帮助群众克
服等靠要思想，争当主人翁，下定决心，鼓足信
心，敢闯敢为奔富路。

随后， 我们来到冷市镇金湖村的易地搬迁
安置区。全村实现易地搬迁18户、72人。村民曾
礼忠喜迁新居，他笑得合不拢嘴，对我说：“政府
每人补1.7万元，帮我建起了新家，比起以前山顶
上的那破木屋，不知好了多少倍。”更让他高兴

的是，在政府帮助下，银行向他发放了5万元小
额信贷， 他用这笔钱入股当地企业， 每年分红
5000多元。从老百姓欣喜的神情里，我感觉到，
将生活在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
拓展增收渠道， 帮助脱贫致富， 是精准扶贫的
“缆车道”。易地搬迁，要搬出新天地。要将这项
工作与新农村建设统筹起来，通过财政支持、银
行助力、土地增减挂钩、群众自筹自建，尽快挪
出穷窝，造好金窝，开创一个新光景。

走到冷市镇街上，随处可见外地茶商，昔日
“冷市”今朝热。全镇推进茶文、茶旅一体，古朴
民居，茶香四溢，令人沉醉。镇里几家规模茶企，
通过黑茶及相关产业，带动村民致富。听安化县
驻冷市镇的扶贫工作队员介绍，特色产业助力
精准脱贫，去年全县茶园面积达31万亩，茶产业
实现综合产值125亿元，税收突破2亿元；茶产业
从业人员30万人以上，其中有6.7万多贫困人口
从事茶产业及关联产业，3.6万多人因茶脱贫。
扶贫扶到根子上，就是发展产业，走准走稳致富
路。斩断穷根，要培育新增长点。我想，根据益阳
实际，要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唱好旅游戏，
打好生态牌，用好互联网，使贫困人口与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结成产业发展利益共同体，让绵绵
“绿色”释放滚滚“红利”。

羊角塘镇白沙溪村是大通湖区、益阳高新
区对口帮扶贫困村，地处安化与常德鼎城区接
壤的偏僻山区。 我重点了解帮扶情况。3名驻村
扶贫队员从湖区来到山区， 距离近300公里，途
中要换乘两趟长途汽车、一趟摩托车，尽管关山
重重，也断不了鱼水深情。队员们展现了新作
风，倾注真情，以新思路为村里制定了脱贫方
案，重点加工土咸菜，发展特色种养业，成功注

册了白沙村、善溪源两个农产品品牌，利用“益
村”平台，走线上线下结合路子，给全村发展插
上了“互联网+”的翅膀。扶贫队员俯下身，勇担
当，务实干，成为贫困群众的主心骨。对口帮扶，
要集聚新合力。我也在思索，只要基层干部用心
用情用力帮扶，既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又运用
科学得当的方法，一步一个脚印做细做实各项
工作，就能为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础。

在用脚步丈量扶贫攻坚的路上，我脑海里
萦绕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脱贫攻坚越往
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
作。”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脱贫攻坚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的重要检验，全力以赴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我深知，脱贫攻坚是“军令状”，必须举全市
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严格对标，步子
既要迈大更要迈稳，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坚决克
服急躁情绪，实事求是，稳打稳扎，绝不让一个
贫困家庭、一个困难群众因我们工作的冒进而
落下。要贯穿精准，群众既要受益更要满意，按
照“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要求，着力提高
“两率一度”，以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百姓点赞。
要聚焦问题，短板既要补齐更要补牢，深入查找
在扶贫资金管理、项目建设、产业扶贫力度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要着眼长
远，扶贫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大力推广“四跟四
走”产业扶贫模式，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确保如期实现可持续脱贫。

脱贫攻坚须以 “新 ”字为要 ，我们更要结
合基层实际，大胆实践，勇于创新 ，通过打赢
脱贫攻坚战，为老百姓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作者系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脱贫攻坚须以“新”字为要

6月25日，龙山县靛房镇
山峰村， 电力党员服务队在
抢修被烧坏的变压器。 连日
来， 该县大部分乡镇出现暴
雨天气过程， 造成部分电力
设施受损。 国网龙山县供电
公司组织9支党员服务队巡
视线路，检修故障，确保快速
恢复供电。 田良东 摄

电力抢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