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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雨 石川

7月5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加强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工作的
紧急通知》， 精密部署后半段的防汛抗灾工
作。大灾大难如大考，眼下的恢复生产生活工
作，和防汛抗灾一样，不仅考验着我们的应对
能力，更考验着我们自立自强的信念。

这场连续暴雨，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据
初步统计， 暴雨洪涝自然灾害共造成我省14
个市州1145.9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94.7
亿元。快速止损、补损，时间不等人。

洪水退去后，原本整洁的道路、沟渠被各
种杂物冲积、 覆盖。 再加上正逢高温酷暑天

气，虫蝇疯狂滋生。防止灾后疫病发生 ，时间
同样不等人。

困难，是冶炼强者的熔炉 。这些天 ，我们
看到，灾区的干部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
在第一时间竭尽全力展开自救 ， 互帮互助 。
“左邻右舍都拿着扫把 、铁铲上街 ，在清理垃
圾、 洒药呢”“你家没开火 ， 到我家来吃饭 ”
“田淹了不要紧， 家里的劳动力都在清理烂
泥呢 ”……我们看到 ，受淹小区、街道、市场、
农田，清泥、排污、防疫、消毒工作正有条不紊
地进行；供电供水在全面恢复，工厂准备恢复
开工，捐款赈灾正在全面铺开。灾区群众奋起
自救有斗志、行动快，让人敬佩。

一边是群众的自力更生， 一边则是政府

的大力援助。连日来，参加抗洪救灾的党员干
部、部队官兵，在环境、气候极为恶劣的条件
下昼夜奋战， 已是极度疲劳。 尽管是这种情
况，我们看到最多的仍是坚持。人力、物力、财
力源源不断地支援灾区， 大堤上战士仍在驻
守，人群里是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身影。这
场灾难，带来的不是眼泪，而是齐心协力共建
家园的信心。

“天灾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一心，没有过
不去的坎。”给一线抗洪人送去1000根羊肉串的
新疆“烤肉哥”列提普·图热的这句话令人动容。
自信者兴，自强者胜。我们要发挥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再接再厉，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夺取防汛
抗灾和灾后重建的全面胜利。

陈冠军

在今年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的战斗
中，及时澄清各种谣言，依法处理各类造谣
传谣者，是保证防汛抢险胜利的重要一环。
近期， 多名干扰防汛抢险的谣言传播者受
到依法处理。

“每逢大事必有谣”，这是自古以来的
怪象。 随着特大洪水的来袭， 我省有关汛
情 、险情 、灾情的谣言相继冒出 。诸如 “溃
堤”“垮桥”“多村被淹”“抗洪战士失踪”“数
十人被埋”“疫情爆发”“安置点不安全”等
煞有介事的帖子 ，在一些QQ群 、公众号 、
朋友圈里流传，引得网民围观和转发。

其实，这些所谓的“重磅消息”“紧急提
示”“温馨告知”等，只不过是冠了各式雅名
的谣言而已。 真相面前谣言很快就会不攻
自破， 但由于谣言总是先于真相来到群众
眼前，所以其干扰不可小觑，社会影响相当
恶劣。

也许有人说，这无非是转错一个帖，说
错一句话而已，犯不着如此严颜厉色。殊不
知，这么一个帖子，提供的是假信息，扰乱
的是一方人心，甚至有可能挑起一场矛盾。
古往今来， 信息真假影响事业成败的例子
不胜枚举。谣言惑心的教训必须引起重视。
无论是防汛抗灾还是灾后重建， 在这一非
常时期，一定要做到见谣必除、有谣必破、
造谣必究。

当然，绝大多数人在转发这些帖子的
时候并无恶意。但由于这些人没有认真辨
别信息真伪， 客观上成了造谣者的帮凶。
因此 ， 在处理涉谣人员的时候要区分情
况： 对怀有善心而无意中参与传谣的人，
要晓之以理 、 授之以法 ， 提高其甄别能
力； 对故意传播谣言以期哗众取宠者，要
当头棒喝 ，促其猛醒 ；对恶意造谣 、故意
扰乱秩序和人心、趁机诋毁党和政府甚至
危害社会安定的不法分子， 要绳之以法，
坚决打击。

夏春秋

暑期大幕开启， 湖南师大附属中学的
学生，没有急着外出旅游或上各种补习班，
而是在学校的统一组织下，背上铺盖、提着
行李，开展为期一周的“学工学农”之旅。学
生们到农村、进企业，与农民同吃同劳动，
与工人同岗同工作。 利用暑假组织学生开
展“学工学农”社会实践，该校已经坚持了
20多年。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
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是一个充满
魅力的大课堂，是一本可以让人活到老、学
到老的“无字书”。一代诗圣杜甫，正是因为
既饱读诗书，又洞悉社会，才有“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千古
绝唱；明代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遍寻大
山名川，“达人所之未达， 探人所之未知”，
最终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 旅行家、 文学
家。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一个人要想成
才，成就一番事业，既要善于读有字之书，
从书本中吸取营养；更要善于读无字之书，

主动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如果
整天关在象牙塔，这样的学生难免“高分低
能”“眼高手低”；如果老是强调“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培养出来
的人才难免与时代脱节、被社会淘汰。参与
社会实践，既可以开阔视野，也可以磨炼意
志，砥砺品格。

社会，是一座锤炼自我的大熔炉，是一
个施展才干的大舞台。初到农村生活、车间
实习，尽管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但
学生们在农民与工人师傅的指导下， 学会
了犁田 、除草 、种地 ，体会到了在水田 “捉
鱼”乐趣；在企业繁忙的流水线，先进的装
备工艺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看到自己亲手
加工出来的零件，画出来的设计图纸，绣出
来的花纹，学生们比考试打满分还高兴。一
场社会实践能让他们真正懂得这样的道
理：碰过壁、受过累、出过汗、流过泪，人生
才更丰富，成长才更快。

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到农村去，到企
业去，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对广大青年
学子来说，这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段精彩
的人生路。

� � � � “鼓励人才合理有序流动，但反对采
取不正当手段招揽和引进人才， 反对从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

———近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杜占元在中组部、 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座
谈会上表示。

“目前各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已几乎
用到极致。长远来看，紧缩调控不能无限
期持续，长效机制建设刻不容缓。”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展望下
半年房地产政策时说。

“当下教师有偿补课的形式更加隐
蔽， 一些参与有偿补课的学生和家长甚
至刻意包庇，协助教师对抗调查。”

———教育部近日发布《2017年上半
年中小学有偿补课治理专项调研与督查
情况》。

� � � � 近段时间来，一些未经登记的“一带一
路”联盟、研究会等在社会上频频活动 ，收
取高额费用， 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损害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民政
部近日回应，截至目前，从未批准任何带有
“一带一路”字样的社会组织。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醒社会公众
在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者与其合作时 ，应
当首先查验这个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 ，
以免上当受骗， 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和法律
纠纷。

文/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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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自立 恢复家园 除谣和抢险同样重要

“学工学农”，砥砺学生品格

警惕以“一带一路”冠名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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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刘则

6月下旬以来，湖南洪水泛滥，肆虐三湘
大地。

6月27日，湖南省文物局根据省防汛会商
会精神，向全省各级文物部门下发了《关于加
强汛期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7月3日，湖南省文化厅召开专题会议，要
求厅系统各单位把防汛抗灾、 人员安全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要建立值班制度和处置预案，
省文物局重点指导好全省各级纪念馆和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防汛抗灾工作， 确保文物单
位不出意外、不出事故。

7月4日开始， 省文物局派人深入灾情一
线查看文物受损情况， 指导防汛抗灾和灾后
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在特大洪灾面前，
湖南各级文物部门工作者奋勇抗灾， 出现在
防汛抗灾最前沿， 挺立在保护文物安全第一
线。

长沙市博物馆：珍贵文物保安全
6月30日，湘江水位不断上涨。面对严峻

形势， 长沙市博物馆立即召开了防汛安全专
题会议，紧急部署、落实防汛预案。一方面以
藏品优先为原则，制定了6个展厅及办公场所
的防汛安保措施方案， 并立即转移珍贵的文
物古籍；另一方面，组织全馆工作人员进行防
汛演练，并将重要办公器材转移至高楼层，备
份重要文件， 保证公共财产安全和工作正常

开展。
当日，共转移古籍善本40余箱，珍贵文献

资料40余箱，包括铜铙、战国兵器在内的珍贵
文物及复制件50余件， 保证了馆藏文物的安
全。救生衣、手电筒、饮用水、绝缘工具、救生
绳索等防汛物资也于当日全部到位， 为后续
防汛工作开展提供保障。

7月1日是星期六，全馆上班。按照防汛预
案分工部署，安全保卫组、疏散引导组、后勤
保障组、 物资保护组等防汛工作小组各司其
职，对重要文物进行安全排查，对全馆及馆周
边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防。为保证游客安全，
按滨江文化园安排， 长沙市博物馆多渠道发
布闭园公告， 防止游客冒雨前来造成安全事
故。

7月1日至4日，长沙市博物馆24小时不间
断进行防汛巡防，随时清点人员，琉璃井盖、
土质景观每半小时巡查一次， 确保及时发现
险情，防止管涌；以景观台阶为基准，每半小
时巡查发布水位情况，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
施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全馆文物安全、工

作秩序的正常运行。

宁乡何叔衡故居：
护卫“国保”尽职责
6月30日开始， 宁乡县文物

局打响一场全力护卫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何叔衡故居的战
役。

7月1日，洪灾严重，道路阻塞。宁乡县文
物部门工作人员绕道前行，历经5个小时抵达
何叔衡故居，暴雨中踏勘灾情。此时，洪水急
速冲刷故居外墙墙基。他们用铁锹挖沟排水，
故居暂时脱险。

7月2日，何叔衡故居后山山体滑坡，排水
沟再次堵塞，水流漫延。他们立即行动，开沟
导流，防止洪水漫延冲入故居。

7月3日，雨停。宁乡县文物局组织专业人
员前往何叔衡故居， 对故居安全隐患开展综
合排查治理， 并组织工作人员对滑坡地带进
行削平，对排水沟进行疏通。同时，施工单位
将施工物资和施工人员快速运抵故居。

7月4日，以保障人员和文物安全为前提，
迅速开展故居维修工程， 对墙基进行加固维
修，对屋顶砖瓦进行检查，对故居地面进行夯
实平整。

目前，何叔衡故居主体部分完整，故居外
墙基受到严重损害。 施工单位正在全力加固
墙基，以防次生灾害发生。

永州李达故居：
洪水见证“战友情”

7月1日23时， 李达故居管理处接到永州
市委办值班室的防汛险情预警后， 值班人员
枕戈待旦，24小时轮岗值守。

7月2日8时， 洪水即将进入故居台阶，全
体工作人员与村民30余人迅速将一楼的所有
文物和物品转移到村民家里和临时办公室。

13时， 李达故居工作人员紧急催促并帮助群
众从拆迁户临时过渡房中撤退， 并转移了部
分牲口。一个半小时后，将50余名拆迁户全部
安全转移到高处。16时， 李达故居一楼进水1
米多，人员全部撤出。

7月3日17时， 李达故居周边村组被困群
众400余人，都得到饮用水和食品救济，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李达故居管理处全体工作人员与村民一
道抢运物资，一起开伙煮饭，一起渡过难关，
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

会同高椅古村：灾后自救现原貌
位于怀化市会同县境内的高椅古村三面

环山，南依巫水河，地势北高南低。6月25日至
7月2日连续降雨，巫水河水位持续上涨，高椅
古村先后两次被洪水侵袭。 地势较低的巫水
河岸、集镇街道全部被淹，进村的道路截断，
水电供应中断，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椅
古村部分古建筑进水。

7月2日， 洪水初退， 高椅古村内一片狼
藉。洪水冲来的垃圾遍布古村各街道，地上淤
积了厚厚的泥浆。

会同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其他部门， 组织
村民开展灾后自救。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文管
所工作人员、文物协管员、村民拿起扫帚，接
上水枪，对遍布淤泥、垃圾的街道进行清理、
冲洗。当天下午，古村内基本清理完毕。村民
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古村重现原貌。

湘潭文保单位：
爬屋顶坐小船为“护宝”

6月26日起， 湘潭市文物局组织汛期文
物安全专项紧急巡查。连日来，文物部门工
作人员冒着暴雨，爬上屋顶，坐上小船，现场
勘查，为确保文物安全、消除安全隐患尽心
尽责。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五省会馆后
殿，屋面出现严重漏雨进水，导致屋顶水箱存
水下灌。 湘潭市文物局紧急调来潜水泵抽水
排渍，并冒着倾盆大雨，疏通管网，最大限度
减少了漏雨倒灌进水对古建筑的破坏。

7月1日至2日，湘潭市文物局全体员工取
消双休日休息， 对省保单位窑湾潭宝汽车站
以及沿江风光带遭受洪水袭击的唐兴桥、李
柳染堂、望衡亭、秋瑾故居、喻家巷码头、杨振
兴木行、湘真一药号、石埠巷、窑湾酒作坊、钧
兴铁加工厂等不可移动文物单位及文物点安
全的紧急反复巡查， 采取加固遮挡防冲击等
紧急措施。

安化文保单位：应急队伍救灾忙
6月30日开始，益阳市安化县境内普降暴

雨，水位上升严重威胁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
安化县文旅广新局取消双休， 设立防汛值

班室，实行24小时值班，以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
员为主，抽调局机关人员组成应急队伍，分成3
组奔赴现场指导协调防汛救灾。第1组负责正在
修缮施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义桥和马
渡桥工地， 第2组负责万里茶道申遗入选文物
点，第3组负责其他重要文物保护单位。

应急队伍与文物所在地乡镇和村委会一
起发动组织200多名村民，参加到保护文物的
行动中，及时处置突发险情。

目前， 除个别文物遭洪水浸泡和局部损
害外， 安化县没有发生一起文物保护单位被
洪水冲垮或损毁的情况。

� � � �在特大洪灾面前，湖南各级文物工作者出现在防汛抗灾最前沿，
挺立在保护文物安全第一线———

三湘“护宝”在行动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联合工作组对我省前段防汛救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湖南各级党委政府组织领导有力，工作措施得力，救灾物资

准备充分、调拨及时，集中安置点管理有序、安全可靠，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联合工作组将把湖南的灾情和救灾
工作情况及有关请求带回去，向财政部、民政部领导作好汇报。

�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李微微说，今后，省政协研究部署重点工作的会议也

会邀请部分老委员参加；年度政协理论研究课题也将邀请
老委员咨询团来承办研讨； 将发挥老委员咨询团位置超
脱、意见权威的优势，邀请老委员代表组成评估小组，对政

协建议案、协商监督意见、重点提案的采纳落实情况开展第
三方评估，以此推动省政协履职成果的转化落实；省政协将
为老委员切实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不断完善制度形成工作
机制， 并会在政协云平台开辟专门了解信息和反映建议的
渠道。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湘江湘潭站今天23时水位37.47米， 退至38米的警戒

水位以下，比7月5日8时下降3.08米。
湘江衡山站水位下降最快，今天23时水位44.45米，比

7月5日8时下降7.22米。
今天23时，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34.13米，比7月5日8

时降低0.45米，已低于34.55米的保证水位，但仍超警戒水
位1.63米；南咀站水位35.36米，超警戒水位1.36米。省水文
局今天8时预测，城陵矶站未来5天仍将超警戒水位。7月5日
19时，城陵矶站出现洪峰，水位34.63米，超保证水位0.08米。

目前，其他水系均处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沅水尾闾受
上游来水影响将稍有复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