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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荐国

近日，我与市直部门几位同志乘
中巴车，前往双峰县部分镇村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 一个半小时后，到达甘
棠镇祠堂湾村。 这是一个省级扶贫重
点村。

一进村， 就看到省审计厅扶贫工
作队队长王惠春和村党支部书记刘进
晚等几个人。 我说明来意，他们既紧张
又高兴，一边介绍最近脱贫攻坚情况，
一边带我们看了安全饮水工程、 水利
工程、 村级活动中心、 产业基地等项
目。 看来，这一块脱贫胜利在望。

路过一栋新房，有人说这是危房
改造户，前年底搬进去的。 这时女主
人正好从地里背着篓子回来，我问了
一些情况 ，知道她叫王惠英 ，她的言
语神情很自然地流露出对党和政府
满满的感激。

“您原来的房子在哪里？ ”我问。
“在那里。 ”王惠英指着对面山坡上一
处矮房子。

“怎么没有拆掉啊？ ”她低头不语。
“按政策应该是 ‘一户一宅， 建新拆
旧’，老房子要拆除，原宅基地要退出
来。 ”我回头对村支书刘进晚说。 刘进
晚坦承，现在新房子建好了，但旧房子
确实因为各种原因还有不少没拆。

我忽然意识到， 扶贫脱贫涉及利
益的分配调整， 群众很关注，“不怕不

均，就怕不公”，如果政策执行不到位，
被扶群众只讲利益不讲责任， 甚至超
越政策许可而占有利益和资源， 那么
就会产生意见，别人就不会服气。 这个
问题，必须高度注意，坚决纠正。

一路看 ，一路想 ，“服气 ”两个字
眼不断在脑海中浮现，特别是目前正
在进行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牵涉一些
人要被 “清出”， 另一些人要被 “纳
入”，如果不能让人服气，脱贫攻坚不
仅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造成新
的矛盾。

在甘棠镇政府食堂匆匆吃完中
饭，我们马不停蹄赶往下一站———石
牛乡湴田村。

将近一个小时， 车子驶入乡间小
道，开始爬坡进山。这条路凹凸不平，路
边堆放着石块、 砂子， 正在拓宽改造。
“要想富，先修路”，看着修路者忙碌的
身影， 我油然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我
们每个党员干部不都是修路者吗？ 什
么时候， 才能让我们的群众不再颠簸、
泥泞，迈上平坦幸福的康庄大道？

湴田村也是省级扶贫村。 省档案
局副局长薛冬英和扶贫队长梁毅介
绍，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利用这里优良
的自然环境， 建成了一个300亩的云
雾茶基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 将村里75户贫困户纳入进来，让
他们搭上产业脱贫的快车。

“这些贫困户是怎么确定的？ 真

正做到了精准识别吗？ 其他群众有没
有意见？ ”我直截了当问道，并要求就
近带我去一个贫困户家核实情况。

他们指了指正前方不远处一处平
房，告诉我，这是因病致贫户，户主叫
罗献亮， 一家4口人， 建房约100平方
米。 罗献亮得了严重肝病，多方筹措60
多万元做了肝移植，目前在家休养，他
的父亲被聘为护林员，月工资1100元。
看来他们对这一户情况很熟悉， 识别
是精准的，帮扶办法也是有效的。

“识贫”不能“失真”。 这是抓好脱
贫攻坚必须扣好的“第一粒扣子”，也
是这次精准识贫集中整改的重中之
重，一定要让人心服口服。

途中 ，我分别向乡 、村的同志询
问了精准识贫 、精准帮扶 、精准退出
等专项清理情况，特别是“四类人员”
清理情况。 他们一一作答，同时说出
了一些顾虑 ，表示清理过程中 ，有点
不好下手，这个“度”不好把握。

我当即指出，贫困人口要精准核
实，应进则进、该退则退，特别要做好
异动人员思想工作， 不能一 “退”了
之、一“纳”了之。 要确保做到“两个服
气”：对清退人员要把政策讲清楚，把
道理讲透彻， 告诉他理由和依据，并
及时送达告知书，告知其申诉的方法
途径，让当事人服气；对新纳入人员，
要严格按条件 、按程序办理 ，张贴公
示榜，接受监督 ，有异议的要核实无

误，让其他人服气。
辗转来到印塘乡益元村时，已是

下午4时多。 益元村是由两个村新合
并的贫困村。 一下车，与村支书谢定
峰简单聊了几句后，我直接问他：“合
并以后 ， 比原来新增了多少贫困人
口？ 工作开展还顺利吗？ ”

他的回答有点出乎意料 ：“李书
记，说心里话 ，我们已经没有原来那
两个村的概念了，我只记得现在村里
贫困户是83户219人。 ”合并贫困村干
部群众的合拍、合力、合心问题，我一
直比较担心， 但从这个村的情况看，
融合得远比预想的好。

在村部会议室，我与赶来的双峰
县相关负责同志、村支两委的同志和
群众代表进行了简短交流，大家从不
同角度谈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谈了
当天调研的感受，重点就怎样抓好精
准识贫集中整改进行了强调，把做到
“两个服气” 作为精准识贫的重要标
准提了出来，并就建立全市脱贫攻坚
“联系卡”制度提出了设想。

走出村部，已近傍晚。 虽然奔波
了一天，有些疲惫，但心里更踏实，更
有底了。 这次“解剖麻雀”，我了解到
了实情 ，获得了很多启迪 ，更加坚定
了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也找到了
抓好精准识贫的新方法。

（作者系娄底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王萍 王玉胡 记者 周月桂）7月9
日早晨， 被洪水淹过的步步高超
市宁乡花明南路店，经过7天整改
重装后正式恢复营业。 连日来，全
省各地在暴雨洪灾中受损的农贸
市场、 商场、 超市等积极抗灾自
救，迅速恢复营业。

在洪水灾害中， 步步高超市
全省有13家门店受灾， 至7月9日
全部门店都重新开门营业。 尽管
门店受损， 作为应急保供骨干企
业， 步步高超市积极调运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 保障供给、 平抑物
价，并组织多次救灾援助行动，步
步高福光基金向湖南受灾地区捐
款500万元。重新开业的步步高超
市宁乡花明南路店受到当地居民
的欢迎，当天营业额远超平时。

作为怀化本土企业， 佳惠超
市在当地拥有的多个门店均在洪

水中不同程度受灾， 其中辰溪店
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万元，该店
电力系统瘫痪、全面停水、生鲜商
品大量损耗，不得不关门停业。 但
洪水稍退，各门店便连夜奋战，预
备民生商品， 为抗洪赈灾提供可
靠的物资保障。 目前，佳惠超市各
门店均已恢复营业。

据统计，在暴雨洪灾中，全省
受损的农贸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
场464个、城乡便民商超217个，受
灾面积102.7万平方米， 直接经济
损失7.37亿元。根据各市州商务局
反馈的信息， 目前， 各地受灾商
场、超市基本恢复正常营业，少数
受损农贸市场正在抓紧修缮。

省商务厅市场供应情况统计
显示， 目前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成品油供应整体
充足， 部分地区的部分加油站受
损，但对当地市场供应影响不大。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永刚）洪水过后忙清淤。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
为了尽早还市民一个清洁的生活
环境，连日来，长沙城管系统争分
夺秒开展全城“大扫除”，10天共
出动9万余人次， 清运垃圾7万余
吨。 目前，长沙城区基本恢复到汛
前市容市貌， 市民的生活也恢复
到了往常。

按照“灾后不见灾”的目标要
求， 长沙市城管系统以河堤河滩
和洪水淹没的街道社区为重点，
对垃圾进行全面清运。 7月1日至

10日， 全市城管环卫部门共出动
人员9万余人次、洒水车5500余台
次，共处理垃圾7万余吨，清理淤
泥8700余吨， 清理受灾地区面积
达2200余万平方米。

除了对陆上清运之外，水上垃
圾打捞工作也在进行中。 长沙市城
管系统从7月8日开始进行湘江水
域清理打捞工作， 每天安排8艘作
业船只、16名人员、2台车辆， 重点
对湘江浏阳河入口、 北辰三角洲、
开福寺路口、杜甫江阁等回水湾垃
圾积存点进行清理打捞。 截至7月
10日，已清理打捞垃圾约26吨。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骆佳 石磊 记者 邓晶琎 ）10日1
时20分， 装载了3000余吨汽油和
柴油的85605次专列，从广铁集团
岳阳路口铺站驶向吉首南站。 这
是4日以来，铁路部门向湘西北地
区开行的第13趟运油专列， 已累
计抢运汽油和柴油3万余吨。

受洪水影响， 湖北荆门至湘
西北地区的部分铁路交通受阻，
影响了中石化荆门炼油厂通过铁
路运输油品，导致吉首、张家界等
地的汽油和柴油供应不足。 为尽
快恢复受灾地区燃油供应， 广铁

集团和中石化紧急协商， 制定了
专门的救灾运油专列开行计划，
从岳阳长岭炼油厂临时调运燃油
发往受灾地区。

铁路部门克服天气不良、运
能紧张和暑运期间临客上线较多
等不利因素，从管内株洲北、韶关
东、 湘潭东等站陆续收集大量油
罐车回送路口铺站。 车站50多名
职工主动放弃休息时间， 昼夜加
班加点，加强与调度所的配合，采
取优先解编、优先取送、优先对位
等措施， 确保了运油专列顺利开
出。

通讯员 邹礼卿 彭伟男
记者 陈淦璋

半夜察觉山体异动，村民谢利新最
先想到的，不是把藏在家里的几万元钱
取出来， 而是让老婆孩子分头叫醒邻
居。半小时后，山塌了，6栋房屋被毁，但
22人因提前转移而获救；镇里连夜转移
241人，避免了次生灾害带来损失。

这则险情， 于6月26日凌晨发生
在新化县温塘镇焕新村。 7月上旬，省
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督导组抵达滑
坡现场，对当地积极妥善应对地质灾
害、未出现人员伤亡表示肯定，认为
在全省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前兆：水管断流、山体开裂
大雨持续不断， 新化县于6月23

日启动防汛III级响应。
25日白天，谢利新堂哥家的水管

断流了。 水来自后山，堂哥上山查看，
发现水井干了。

知道这个消息后，谢利新觉得苗头
不对，他上山巡查了两次。 傍晚时分，他
发现山体出现了裂缝，迅速向村里上报。

次日凌晨，谢利新家里养的两条

狗叫个不停。 刚睡下，他被儿子慌慌
张张叫醒了，“后墙开了个口子。 ”

谢利新深感不妙， 叫醒老婆，一
家三口逃出屋子，并再次打电话向村
里上报情况。

谢家在盖新房，家里放着几万元
工料钱。 谢利新没有返身去拿这些
钱。 一来，藏钱的地方只有老婆知道，
他不敢让老婆去冒险；二来，附近还
有3户邻居没叫醒。

“特别是我边上那户，老太太80多
岁，她儿子60多岁，耳朵都不好，山塌下
来怕是也听不见。”谢利新先把这户人喊
醒，又安排老婆孩子叫醒另外两户居民。

雨夜里不敢乱走动，4户人共22
口选了一块安全空地待着。 房屋被移
动的山体挤压， 发出吱吱嘎嘎的声
音。 瓦片跌落声、家禽惨叫声，从黑夜
中传来。 半小时后，一栋房子倒了，接
着是第二栋、第三栋……

紧急转移：241人连夜转移
焕新村地处矿区，平日里应对地

质灾害的大小宣传不断。 进入汛期
后，弦绷得更紧。

谢利新25日傍晚上报山体有裂

缝，这一消息马上被逐级上报。
接到山体滑坡的消息后，镇里应

急疏散、险情监测、交通管制3个工作
组迅速赶到现场。

险情监测组发现，裂缝有扩大的
趋势。 温塘镇党委书记罗轶民决定，
拉响地质灾害警报。

镇上不止一次搞过大型地质灾
害应急演习，这回成真了。 村里的广
播喊醒了104户人家，241人连夜转移
到安全地带；变电所切断了受威胁区
域的电路，以免滑坡中裸露的电线漏
电伤人； 变形的山体可能威胁矿井，
附近的煤矿要求立即停工。

黄达谋是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418队的工程师， 派驻新化县地质
灾害应急指挥中心。 天亮后，他赶到
现场勘查， 发现山腰处的一个大水
塘，已经整体移到了7米外。

水塘正好在山体滑坡的后缘，水
泥浇筑的围堰已经碎裂。 塘中水顺坡
下流，冲刷着松动的山体。“这种情况
很危险，随时可能形成泥石流。 流石流
的破坏力比滑坡强很多，一旦发生，半
个村子都会被毁掉。 ”黄达谋说，“连夜
转移几百村民，是非常明智的。 ”

应急处置：迎战又一轮暴雨
经过勘测，该地质灾害点属于地

面塌陷引发的山体滑坡，滑坡体高差
约200米。

新化县主要领导6月27日召开现
场会， 国土专家提出应急处置建议:�
一是在滑坡周围较大的裂缝处用塑
料膜布覆盖， 避免降水入渗坡体、扩
大滑坡范围；二是用PVC管将滑坡后
缘的水体排出滑坡体，防止引发泥石
流。

建议被迅速采纳。 冒着大雨，武
警战士和当地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协
同作战，用时40多个小时，将塑料膜
布和PVC管铺设到位。

7月1日，又一轮暴雨来袭。 由于
应对得当，焕新村滑坡点没有出现新
的灾情。

7月4日，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灾害
督导组专家抵达滑坡现场。 专家们认
为， 焕新村成功应对山体滑坡险情，
未造成人员损失，具备很好的正面宣
传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民在
灾害发生后第一反应不是抢救财物
而是通知邻居，保住了22条性命。

谢利新说，废墟上的泥土砾石太
厚，那几万块钱能否挖出来，还是个
未知数，“如果再让我选一次，还是弃
财救人。 ”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精准识贫要做到“两个服气”

生命比财产更重要
———新化县成功处置一起山体滑坡险情纪实

“烟雾炮弹”
除害防病

7月10日，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洪
家井巷内， 专业技术人员操作热烟雾机朝
下水道发射含有杀菌药水的“烟雾炮弹”，
用来清除潮湿环境下滋生的细菌、 蚊虫和
蟑螂。 当天， 长沙市天心区爱卫办组织辖
区40余人， 启动为期7天的洪灾后除害防病
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段应定 摄影报道

受灾商场超市基本恢复营业
少数受损农贸市场正抓紧修缮

10天清运7万余吨垃圾

长沙市容市貌基本恢复

13趟救灾运油专列
驰援湘西北
4日至10日累计抢运燃油3万余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