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通讯员 敖敏 唐
敏）固若金汤的扶贫项目，成了守护群众生
命财产的“铜墙铁壁”。连日来，省委宣传部
的扶贫联系点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塘头
坪村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河水水位暴涨。
幸运的是，由于实施了一批高标准、高质量
的水利项目建设，在这次大洪灾中，塘头坪
村没有发生一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件。
省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帮助修建的河堤保
坎、桥梁项目等顺利通过了“汛期大考”。

地处潇水流域的塘头坪村靠近沱江，往
年每到雨季，沿河两岸的农田和一些建筑物
都会被洪水淹没， 有时一年淹没两三次，群
众出行、学生上学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趟水过
河。汛期来临时，短则两三天、长则半个月，
小孩无法上学，村民难以出行，田地被淹没，

房屋遭损害。
今年， 省委宣传部驻村扶贫队经过科

学规划、合理选址和严格施工，先后实施了
清水桥建设、河道清淤、河堤保坎等水利项
目，彻底解决了这个困扰群众多年的难题。
在这次大汛中， 新建的清水桥保障了群众
的安全出行； 新修的河堤保坎保护了两岸
260余亩农田，保护了夹芯板厂、蘑菇培育
基地等一批产业基地， 为群众减少损失
1100余万元。

这次罕见的洪涝灾害， 塘头坪村基本
上没有遭受损失， 创造了群众眼中的“奇
迹”。许多村民找到扶贫队，感谢扶贫工作
队的真情帮扶。 昔日每逢强降雨必遭到洪
涝灾害侵袭的村庄， 如今已成为群众交口
称赞的“风水宝地”。

2017年7月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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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蒋素琴）7月5日， 永州市零陵区纪委书
记周润润带着10余名纪检干部，冒着36摄氏度
高温，来到接履桥绿色生态葡萄园，撸起袖子帮
果园抽沟排水铲淤泥，经过近两小时的连续奋
战， 终于将横在322国道上20余米长的暗涵管
打通，将果园浸泡了3天的积水全部排岀。这是
该区10万干群开展灾后生产自救的一个缩影。

灾情发生后，该区干部群众不等不靠，因
地制宜，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区里

制定了干部抗洪救灾不准吃拿卡要等“六个
不准”。其次，在洪灾期间取消干部双休日，所
有区乡镇村干部全力以赴投入抗洪和生产自
救。再次，结合“七一”，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和
生产自救的先进党员和先进支部。

该区黄田铺镇在本次特大暴雨中是降雨
最多、受洪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13594亩
农田受灾。洪灾发生后，该镇19个行政村党支
部330多名党员主动投入抗洪救灾中。 暴雨刚
停， 他们又马不停蹄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共帮受灾户抢种一季稻58亩， 抢种夏红薯120
多亩，抢收大豆25亩、西瓜260余亩。在该镇双
牌铺村， 一位湘潭老板今年承包的700亩连片
荷莲示范基地遭灾严重， 连日来，20多名来自
周围、素不相识的群众，主动下田帮助扶苗、清
洗荷莲，让这位外地老板感激涕零。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 该区已抢种一季杂
交稻4500亩，抢插红薯2.9万亩，抢种夏玉米
6700亩，补种蔬菜等其他作物2.1万亩。目前，
全区民众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扶贫项目守护乡村汛期安全

江华塘头坪村大雨不见灾

零陵10万干群开展生产自救
湖南日报7月6日讯（陶芳芳 周密）今

天早上8时， 长沙市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
区委副书记、区长谢进，携6家辖区企业，带
着2200万元爱心赈灾款，从区政府前坪出
发， 风尘仆仆奔赴望城、 宁乡两地进行援
助，助力两地加快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据
悉，望城、宁乡将分别获赠1100万元。

据了解，同为受灾区，目前，天心区正
在加紧处置自身险情、安置受灾居民、投入
灾后重建等工作。同时情系兄弟区县，发动
全区多个部门单位， 纷纷赶赴宁乡等地出

资出力。 如区环卫局组织10台车、20名环
卫工人到达宁乡启动灾后清扫工作； 区文
艺团队、 文源街道等收集了大量毛毯、被
子、米、饼干等爱心物资，为宁乡送去温暖；
区市政局紧急抽调1台大型疏通车、4台铲
车，11名尖兵前往宁乡增援。

为进一步加大援助力度，天心区委、区
政府财政斥资1000万元驰援望城、 宁乡灾
后重建；同时，紧急号召辖区企业送温暖、
献爱心，一力物流、威胜集团等6家企业积
极响应，分别为两地区各捐出100万元。

天心区2200万赈灾款驰援望城、宁乡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王文）昨天，饱
受洪水侵蚀的长沙橘子洲景区迎来了一群可
爱的志愿者，他们自带扫帚、套鞋，来到景区
清扫泥浆。

此次洪灾中， 橘子洲在洪水里泡了3天3
夜，洪水退却，给橘子洲留下满洲的淤泥。今
天起，橘子洲管理处400多名工作人员倾巢出
动，清淤排渍。管理处副主任盛泽表示，根据
现有的人力， 清除橘子洲表面淤泥要3天时
间。今天早上，橘子洲管理处来了60多名志愿
者，他们来自省总工会，自愿报名来橘子洲搞

卫生的。随着，长沙市林业局、爱尔眼科、岳麓
山景区管理处等单位的志愿者也接踵而至，
在管理处的统一调度下， 志愿者被安排到橘
子洲景区毛主席雕像后、 环湖道路等处清扫
淤泥。

洪水还造成洲上设施设备损坏， 目前整
个橘子洲处于断电状态， 现在橘子洲上清淤
排渍抽排都靠发电机供电， 而现在管理处最
缺的就是发电机。昨天下午，长沙市政协副主
席、 长沙市工商联主席彭继球和多位民企捐
赠代表、商协会负责人就专程带着2台柴油发

电机送到橘子洲管理处。 市工商联和民企代
表们还带来了300把大扫帚、200双套鞋、50
桶消毒液、 一大批防暑降温的药材。“由于洲
上设施设备被水泡坏， 整个橘子洲处于断电
状态， 完成设备检修送电可能需要3到5天。”
盛泽告诉记者。

“橘子洲是长沙的客厅， 也是湖南的窗
口，深受市民喜爱。”橘子洲景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橘子洲受灾严重，清除草坪淤泥还
存在技术难题， 景区恢复到开园水平需要较
长时间，请市民理解。

橘子洲景区志愿者清淤排渍
景区负责人：恢复到开园水平还需要较长时间，请市民理解

周俊 肖星群 廖鹤松 王萍萍

7月6日，涟源市桥头河镇3500亩蔬菜
基地里，60多名镇村干部与基地工作人
员、 周边群众一起， 在泥泞的地里清除淤
泥、整理田间蔬菜。

7月1日，涟源市遭遇特大洪灾，桥头
河镇受灾最严重。其中正在建设中的“蔬菜
公园”项目，温控系统、滴灌系统以及280
个蔬菜大棚、3500亩蔬菜被淹， 近亿元投
资几乎化为乌有。面对毁灭性打击，企业负
责人失去了生产自救的信心。

7月2日，省农委经作处和娄底市农委
干部专程前来察看灾情， 鼓励企业负责人
振作精神，迎难而上，带领企业走出困境。
涟源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刘杰不顾连日救

灾疲劳前来帮扶，并表示将加大力度，支持
企业搞好灾后复产。

桥头河镇党委书记周新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觉得这时“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 每天安排党员干部前来帮助企业，提
振企业信心， 还将一面鲜红的党旗在基地
里矗立起来。党员干部在基地里抬杂物、疏
通沟渠、清理废物。企业员工也从家里赶来
帮忙，附近群众也自发参与，一起帮助基地
恢复“绿色容颜”。

关键时候， 党和政府没有放弃对企业
的帮扶，员工和群众没有弃企业而不顾，这
也向企业传递着信心。“我们正在做规划和
预算，前期工作完成后，我们将组织修路、
修桥，尽快恢复种植。”企业负责人坚定地
说。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保护麋鹿
7月6日下午，华容县注滋口镇新洲村，一群麋鹿在稻田里奔跑。近期，因洞庭湖水位上涨，给麋鹿生活环境造成影响，有多群麋鹿在团洲乡、注

滋口镇的稻田、玉米地、树林出没。该县林业局多措并举，宣传告知沿湖村民保护麋鹿，并明确专人掌握麋鹿活动情况，观察麋鹿迁徙、栖息和生存
状况，确保麋鹿得到保护。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张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