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开见 吴德胜）7月28日，湘北大
地，烈日炎炎。湖南新泰和集团蔬菜生产
基地4000多亩辣椒、茄子等蔬菜，长势葱
茏，田间地头一片湿润。尽管天气干旱，但
这里未现一点旱象。新泰和集团董事长卢
寒冰告诉记者：“按传统方式抗旱保苗，一
次每亩用水60到80吨。 像现在这种高温
烈日，一般4天就要浇一次水。我们采用水
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抗旱，比传统的漫灌方
式节水90%以上。这样算下来，滴灌抗旱
每亩只需用水6吨左右。4000多亩蔬菜，
每次节约灌溉成本2万元以上。”

在新泰和集团君山农业公园5线生
产区， 记者看到一根根手腕粗的塑胶水
管像一条条蛟龙潜伏在一厢厢、 一垄垄
菜地里。 园区生产中心副总经理陈欣轻
轻打开滴灌枢纽控制闸门， 一股股清泉
从水管喷涌而出， 溅出的水珠在夕阳照
射下形成一道道七色彩虹。

陈欣告诉记者， 这已经是该园今
年第三次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进
行抗旱保苗了。记者看到，在每一个蔬
菜片区，都安装了配套的节制阀门，安
装了变频水泵和智能化用水管理计量
设施。一旦出现旱情，这些设施会全面
启动，一场看不见的科技“降雨”就会
在田间不动声色地滋润庄稼。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易知之 郝亚儒） 自7月10日
起，我省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今天
下午，省防指召开抗旱会商会，研究部
署当前抗旱救灾工作。

目前，全省有51个县市区571个乡镇
受旱，农作物受旱面积234.3万亩，主要集
中在澧县、临澧、慈利、永定、津市、宁乡、

新化、双峰等地；近11万人因旱临时饮水
困难，主要集中在永定、武陵源、慈利、石
门、临澧、澧县、辰溪、沅陵、新晃、古丈等
16个县市区的48个乡镇； 全省167万处
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工程蓄水161.86亿立
方米，占计划蓄水量的76.7%。

省防指指出， 当前我省部分地区旱
情露头且发展迅速，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加强分析研判，树立抗大旱、抗长
旱的思想，做好应对夏旱连秋旱的准备。

会商会要求， 要全力确保饮水安
全。各地要充分利用现有水源，积极寻
找新水源，确保生产、生活、生态用水
需求，把饮水安全放在首位。要优化水
源配置调度。 按照抗旱应急调度预案
的要求，“先节水、后调水，先地表、后

地下”，科学利用水源，同时要抓紧修
复水毁工程， 恢复渠道等灌溉设施供
水能力， 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抗旱减灾
效益。 要加强监测分析研判。 各级气
象、水文部门要加强天气、旱情的监测
预警预报， 科学分析研判旱情发展趋
势， 为各级防汛抗旱部门科学抗旱提
供第一手资料。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27日湖南
高温强度及范围达鼎盛状态，大
部分地区被37摄氏度以上高温
控制，成为今年最热日。省气象台
预计，29日起，省内多阵性降雨，
高温将有所收敛。

7月10日以来， 湖南高温发
展蔓延，截至27日，张家界、石门
等地连续高温日数已经超过12
天， 其中桃源连续高温日数已达
半个月，张家界、临湘在此轮高温
过程中，40摄氏度以上累计日数
分别为5天、4天，突破历史极值。

气象专家分析，7月10日以

来的这轮高温天气于27日到达
鼎盛状态， 全省大部地区气温都
在37摄氏度以上， 湘中以北大部
地区突破了39摄氏度；29日开
始，省内雨区范围扩大，高温范围
和强度将减弱。今天下午，省气象
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气象部
门预计未来两天湘北局部仍将达
37摄氏度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持续晴热高
温天气使省内农田不同程度缺
墒，部分地区旱象露头，要加强
对农作物的灌溉， 采取喷水、遮
阳网覆盖等措施，有效预防高温
热害。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怡 陈勇平

“好电工，好兄弟，好党员，高温
履职责，全把生命置度外；真汉子，真
男人，真骆驼，抱病送光明，永留正气
照黄沙。”7月28日， 国网岳阳县供电
公司干部职工、岳阳县黄沙街镇干群
纷纷来到该镇荷塘村，痛悼因公殉职
的“电骆驼”彭克昌。

54岁的彭克昌，是国网岳阳县供电
公司“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黄
沙供电所台区管理员。他承担着黄沙街
镇滨湖、荷塘等5个村15个台区1200多
户用户供电管理、故障抢修等工作。

连日来，岳阳县遭遇持续高温天

气，电网负荷屡创新高，电网故障时
有发生。作为岳阳县供电公司“电骆
驼”，彭克昌不分昼夜，全力抢修供电
故障，尽最大努力满足客户需求。

7月27日6时，彭克昌像往常一样
开始了一天的设备巡查和抢修保电
工作。8时，彭克昌接到荷塘村一个农
户的故障报修电话。

排查故障点时，他发现一处电杆
的横担脱落，如果不立即处理，将影
响到居民用电和过往行人安全。在办
理好停电手续并采取安全措施后，彭
克昌顶着室外高温，穿上脚扣，系上
安全带，一步一步登杆。

刚爬上杆顶，电杆下的同事发现
彭克昌身体突然后仰。现场负责监护

的同事连忙爬上电杆，将他扶下来。
“没事，我休息一下再干！”当同

事让他躺下时，彭克昌还在念叨着一
定要把隐患处理好。

8时30分， 彭克昌在抢修现场突
发心肌梗塞， 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4岁。

“老实本分，服务热忱。”这是彭
克昌同事对他的评价。国网岳阳县供
电公司总经理刘中邵介绍，无论是白
天、黑夜，不管是刮风、下雨，彭克昌
的手机从不会关机。只要群众一个电
话，他随叫随到。从事电力工作21年
来，彭克昌的“责任田”，从未发生过
一起供电服务责任性投诉，多次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胡梓露） 长沙市27
日召开的电力迎峰度夏媒体通气
会透露，因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电
网设备接近满负荷运行， 自7月
24日起，国网长沙供电公司按照
长沙市经信委批复的错峰避峰方
案， 对部分重过载区域实施错峰
用电。

长沙供电公司介绍，今年7月
以来，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
长沙电网负荷连续5次刷新历史
纪录。7月26日13时19分，全网最
大电力负荷达662万千瓦， 较去
年同期增加7.3%，电网设备有些
“力不从心”。

“根据统计，空调用电负荷已
占全网负荷1/3以上。随着高温持
续， 长沙电网负荷仍将继续增
长。”长沙供电公司新闻发言人邓
铭解释，设备满载、过载，即超过

设备安全运行极限， 将导致线路
故障几率增加， 市民正常供电也
会受到影响。目前，长沙电网运行
总体平稳， 除部分重过载区域在
负荷高峰时段出现短时电力供应
紧张外， 电力供应基本满足用电
需求。

为保障电力供应， 长沙供电
公司在继续加强设备运行维护、
密切监视电网运行状况、 精心安
排电网运行方式的同时，实行24
小时不间断抢修服务， 最大限度
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用电； 城区非
核心路段路灯照明采取间隔式开
启，适当关闭景观楼宇亮化灯光。
同时呼吁，用电高峰时段，居民用
户、 公共场所等不使用或少使用
大功率电器， 将空调温度设置调
整到28摄氏度以上；高能耗企业、
生产经营企事业单位错峰、 避峰
用电。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于明 何顺）“两千亩水稻
有救了！”7月28日， 望着汩汩清泉流
进稻田，祁阳县梅溪镇农地合作社负
责人唐建新终于放下心来。

由于连日高温，祁阳县梅溪镇农
地合作社附近的水源已经干涸，造成
2000多亩稻田缺水。其中有500多亩

水稻正处于生长关键期，如果再干旱
几天，将颗粒无收，急需该县石喝灌
区供水。但“7·2”洪灾期间，石喝灌区
发生26处山体滑坡，石块、泥沙阻塞
了渠道。 加之梅溪镇地处尾灌区，灌
区水无法到达。还因为渠道位于半山
腰， 无法使用挖掘机等机械清障，石
喝灌区32名干部职工只能用铁钎、铁

锤抢修，肩挑、手抬运走淤塞的石块
和泥沙，进度缓慢。得知农地合作社
2000多亩水稻干旱的消息，石喝灌区
管理所迅速向县水利局求援，增加了
劳动力，分6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清障。
通过几天努力，27日22时，26处滑坡
段清理完毕。28日清晨， 灌区水流到
了梅溪镇，让受旱的农田“解渴”。

白培生 李秉钧 罗徽 郭兰胜

7月27日， 沿着一条蜿蜒盘旋的
村级公路，记者来到海拔1200多米的
省级贫困村———桂东县沤江镇禾坪
村，想看看村里的黄桃收成怎样。

该村从2014年开始大面积种植
黄桃，今年首次挂果。再过一阵子，村
里种的桂东锦绣黄桃（中熟品种）就要
全面成熟上市了。

村民陈登旺和妻子正在黄桃树下
锄草， 为摘桃做准备。 他说：“我种了
20多亩黄桃，如果销路好，今年脱贫
就不成问题了。”

今年54岁的陈登旺多年来因腿部
残疾一直“赋闲”在家，在驻村扶贫工作
队帮助下，他从2014年开始种植黄桃，
今年预计亩产可达1200多公斤， 按每
公斤16元的价格计算，他家黄桃的销售
收入可达30多万元。 这可不单单是实
现脱贫目标，用陈登旺的话说是“穷了
几十年，终于可以打个翻身仗了”。

“这个熟了，尝尝吧，又甜又脆。”在
陈登旺果园旁的村民李桂雄拿来黄桃，
热情地请记者品尝。他高兴地说，前几
天摘了10多公斤率先成熟的黄桃，拿
到县城去卖，20多元一公斤，打开篮子
就被“抢”光了。看到如此好销，李桂雄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每天都要在自
家7亩黄桃园里转几个来回。 他告诉记
者：“城里人说，把黄桃装箱卖，不仅价
格好，还能打广告。这两天我一直在琢
磨这个事，也和大伙商量了几次。”

禾坪村党支部书记陈艳桃对村里
的250亩黄桃很上心， 一有空她就往
山上果园跑。 她说：“黄桃是村里的主
要扶贫产业，今年头一年挂果，大伙心
里满是期待。”

陈艳桃告诉记者， 村里共有村民
1083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1户
276人。到去年底，已有过半贫困户靠
务工等陆续脱了贫。 靠山吃山，2014
年，村里借助1.4万亩山地，与扶贫工
作队一起制定了种黄桃脱贫计划，让
所有贫困户参与种植， 共送出黄桃树
苗4836株，每户每年还补助有机肥料
500元左右。同时，从炎陵黄桃科研站
找来专家指导，解决技术难题。通过3
年努力，当年种下的黄桃树挂果了。

村民李德林说，村里离县城近，打
工很方便。 他家通过务工，2015年实
现了脱贫。家里种了2亩黄桃，又能增
加一笔收入。 他以前怕种多了卖不出
去， 但村里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已和县
里的山货集团对接， 今年在产品推广
上会有大动作， 不但要把黄桃带到长

沙、郴州等地去参加各种展销活动，还
要借助电商平台， 将黄桃卖到全国各
地。产品质量好，销售渠道宽，不愁黄
桃销不掉， 他决定明年将黄桃种植面
积增加到10亩以上。

“我不但种了10亩黄桃，还种了
10多亩厚朴，去年就脱贫了。”同样在
县城务工的村民胡建军说， 全村现在
种厚朴、升麻等中药材600多亩，其中

一半是贫困户种的。 虽然目前价格低
迷、效益还不够好，但一旦价格回升，
大家的收入就会很可观。

禾坪村还投资建设了光伏电站，
今年4月已并网发电，年收入可达4万
多元。 村里正和扶贫工作队一起想办
法，用这笔收入，再筹集一些资金，对
通村公路进行提质改造， 好让村里的
黄桃等山货销得更好。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曾晓风 贺
爽）截至7月26日，在邵东6000多
名干部历时1个月的努力下，该县
为7.43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
购买的“扶贫特惠保”逐户面签工
作全部完成。“意外伤害保险”“自
然灾害保险”“大病保险补充”3个
类别9种情形的保险保障， 提升
了贫困户的抗风险能力。

“‘顶梁柱’不倒，生活会变
好，脱贫就有希望。”邵东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中，因病因灾致贫、
返贫的比例高达50%。 为进一步
增强贫困人口抗风险能力， 有效
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该县由政府
从扶贫专项资金中补助90%、结
对帮扶单位从帮扶经费中补助
10%，共筹资450多万元，为2014
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户户主购买
“扶贫特惠保”。

为办好这一惠及贫困户的
实事， 邵东县规定：“扶贫特惠
保”由承保保险公司委托并指导
全县结对帮扶干部走村入户，为

结对贫困户面对面签订保单；首
批4家承保保险公司实行优胜劣
汰、 违规退出制度； 优化理赔程
序，融合大病保险、新农合业务等
有效对接途径，建立“一站式”理
赔服务新模式， 理赔款直接支付
到受益人账户。

“扶贫特惠保”约定，受保对
象遭遇意外伤亡、意外伤残、自然
灾害致残等9种情形的损失，将得
到2000元至10万元的保险金。特
别是“大病保险”，被保险人报销相
关费用后， 保险公司对符合条件
的保险人另行给付补充医疗保险
金，最高赔付5万元。邵东县牛马司
镇上桥村二组村民、67岁的刘铁
花， 因遭遇数次车祸导致一身病，
每年的医疗费用是家里最大的负
担。当从帮扶干部手里拿到“扶贫
特惠保”时，她高兴地说：“政府为
我们想得周到，太好了！”

邵东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
为贫困户送“扶贫特惠保”，既是
保险扶贫又是健康扶贫， 第一批
保单7月中旬即生效。

51个县市区571个乡镇受旱，农作物受旱面积234.3万亩

湖南部分地区旱情露头且发展迅速
省防指要求树立抗大旱、抗长旱的思想

滴灌抗旱
润物无声 持续高温，中暑患者激增

老人和户外工作者占多

为2000多亩稻田“解渴”

高温预警信号降为黄色

电网负荷“飙”高
长沙部分区域实施错峰用电

“电骆驼”倒在抗旱保电现场
———岳阳县供电公司黄沙供电所员工彭克昌因公殉职

———走三湘 看扶贫 黄桃熟了，果农笑了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顶梁柱”不倒，生活会变好
邵东为所有贫困户户主购买“扶贫特惠保”

2017年7月2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

04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锦文 高琳）持
续高温， 省会各大医院收治的中
暑患者明显增多。 记者今天从长
沙市中心医院获悉， 今年7月以
来， 该院已收治了近200例中暑
患者，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本周。
而湖南航天医院数据显示，近7天
接诊中暑患者49例，其中热射病
2例，截至记者发稿时，两人仍未
脱离生命危险。

高温袭来，不少人尤其是老
人和户外工作者容易中招，一旦
发展为重症中暑（热射病），更是
危及生命。7月26日，长沙市中心
医院收治了一名63岁的女性患
者， 被送到医院时已无生命体
征，考虑为热射病。据家人介绍，
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家里一直没
有安装空调，只有风扇。7月27日
晚，在外劳作了一天的62岁的张
大爷突然晕倒在地，送医诊断为
热射病，幸好抢救及时，目前病
情稳定。

湖南航天医院急诊科主任黄
扩军提醒，若出现头痛、恶心、呕

吐、肌肉痉挛、发烧、神志不清等
症状，应及时撤离高温现场，转移
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用冷湿
的毛巾覆在头上， 如有水袋或冰
袋更好。神志清醒的患者，应及时
服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
可适当饮用清凉饮料或盐水。如
未缓解，应尽快送医急救，千万不
要认为是普通中暑而小视， 耽误
治疗时机。

夏天出汗较多， 专家提醒一
定要及时补充水分， 出汗较多时
可适当补充淡盐水。茶水里含钾，
是比较好的消暑饮品， 还可多食
西瓜、黄瓜、西红柿等蔬果。最好
不要在10时至16时期间在烈日
下行走，尤其是老年人、孕妇或有
慢性疾病的人。如果必须外出，一
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
戴遮阳帽、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
等，准备充足的水。外出时的衣服
尽量选用棉、麻、丝类等织物，利
于透气及散热， 避免穿化纤类服
装。身边备一些防暑降温药品，如
十滴水、清凉油、龙虎人丹、风油
精等，以备应急之需。

7月28日，工作人员对武陵
源天子山索道进行安全检查。
面对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组织各旅游企业
加大对高空索道、观光电车、户
外电梯等载人游览交通工具的
安全巡检维护力度， 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 确保各类旅游接待
服务设施安全有序运行。

吴勇兵 摄

高温巡检
保安全

7月27日，桂东县沤江镇禾坪村，贫困户陈登旺对他家即将采摘的20多亩黄
桃充满期盼。 罗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