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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张雨琦 记者 周月桂 ） 抢抓有利
天气条件， 省气象局人工天气影
响办公室 （简称“省人影办”） 今
天实施了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
作业。 飞机先后进行了两次增雨
作业， 共飞行9小时、 3720多公
里， 为湘西湘北大部分地区进行
增雨， 作业区普降小到中雨。

早上6时30分， 记者随同省人
影办工作人员和机组人员抵达长
沙大托铺机场。 宽敞的飞机坪上，
一架小型白色运-7飞机映入眼帘。

记者在现场看到， 用于飞机人工
增雨作业的焰条， 粗细均匀， 顶
端平整， 不同于火箭弹， 焰条没
有子弹头的设计， 形状如同香烟。
飞机携带焰条升空后， 焰条将被
点燃， 并向空中播撒碘化银， 增
加云中的凝结核， 从而增加降雨。

7时20分， 地面准备工作完
成， 舱门缓缓关闭， 随后飞机顺
利升空。

据西部战区某部机长谭建平
介绍， 增雨作业受云层温度和湿
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飞机飞到每

个区域， 会根据当地云层条件最
终确定作业地点和发射焰条数
量。 相比于火箭弹地面增雨作
业， 飞机飞行的增雨作业在整个
航线上都可以进行， 作业更加灵
活， 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 可达
7000平方公里。

增雨飞机今天上午飞行了5小
时、 2200多公里， 从南往北推进。
13时， 飞机又进行了第二次增雨
作业， 飞行时间4小时， 飞行距离
1520公里。 作业区普降小到中雨，
达到了良好的缓解干旱和降温的

效果。 未来两个月， 根据天气情
况、 云层等条件， 我省还将继续
开展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7月10日以来， 我省大部分地
区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截至8
月6日， 全省平均降水量48毫米，
较常年偏少62.9%， 受其影响， 全
省共56县市出现气象干旱， 主要
位于湘北、 湘西和湘南部分地区。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一周， 湖南
将有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 降雨
将缓解晴热高温， 同时还有望解
除省内气象干旱。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陈逸

8月7日， 娄底最高气温达
40摄氏度， 炎炎烈日下， 路面
和建筑物表面温度接近50摄氏
度。 在涟水、 资水娄底段， 一
群“黄背心” 正顶着烈日， 或
“叠罗汉” 攀上建筑物、 或串
进茅草堆、 或趴在屋檐边“刷
油漆”。

为留下宝贵的资料，7月下
旬以来， 娄底水文局工作人员
连续作战，刚顶住洪水侵袭，又
接受火的“烤”验，冒着高温烈
日，在涟水、资水娄底段进行洪
水调查和水位标注。 他们每天
早上7时出发， 直到20时才休
息， 调查到哪里就把帐篷搭在
哪里，吃在哪里。

水文标注为什么一定要顶
着高温， 等天气凉爽了不是更
好？ 面对记者的疑问， 工作人
员李新宜边擦汗边说： “洪水

淹没过的地方会留下一条水
印， 时间久了会模糊、 找不到，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目击者证
实， 确定位置和发生时间， 测
定洪水痕迹高程， 并进行标注，
为今后防汛留下资料。”

新化县桑梓镇老屋院大
桥， 洪水痕迹高程超过地面近
6米， 要在桥墩上标注洪水痕
迹确实有难度。 80后小伙邓
鹏， 拧干汗湿的衣服， 将一瓶
藿香正气水一饮而尽， 随后坐
着吊车“直上云霄”， 在高空烈
日下一干就是半个小时。 “天
太热了， 就像在脑袋上烧了一
把火， 搞一圈下来人都要虚脱
了。” 高温作业、 挥汗如雨， 邓
鹏每天都要喝3瓶藿香正气水、
6瓶水， 衣服湿了又干， 总是
结着一层清晰的“汗碱”。

“全身上下， 除了牙齿和
眼睛， 没有一个地方是白的，
家里人还以为我从非洲回来。”
李新宜调侃道。 连日高温作业，

大家晒得黝黑， 脱了皮的地方被
汗水浸泡， 非常难受。 有些地方
地形复杂， 只能徒手攀爬或“叠
罗汉” 进行标注； 有时要深入茅
草堆中， 被荆棘刮伤“挂彩” 是
常事； 有些地方淤泥还未干透，
一脚踩进泥潭， 拔都拔不出来。

在新化县上梅镇毛家垅村，
水文人的坚守， 吸引了村民的关
注。 村民袁飞特意从冰箱里带来
冰水和冰西瓜， 并与工作人员攀
谈起来。 “洪水调查有什么作
用， 洪水是怎么形成的， 如何获
得水文信息？” 技术人员曾嵘耐
心解答： “可以直接关注‘湖南
水文公众号’， 查询雨情和水情;
标注了洪水痕迹高程， 以后可以
对比分析， 判断洪水高度， 心里
就有底了。”

一滴汗水， 可以折射太阳的
光芒。 邓鹏说： “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不仅留下
了宝贵的资料， 还能沿途宣传水
文知识， 一切都是值得的。”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王晗）
8月7日， 长沙迎来入夏后的第14个橙
色高温预警， 电网负荷也随气温持续
攀升。 记者今天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了解到， 在长沙市经信委指导下， 该
公司科学调度、 合理实施有序用电方
案， 当天实现电网错避峰31.6万千瓦。

用电量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近
年来， 长沙经济总体平稳较快增长，
全社会用电量需求同步增长。 尤其今
年入夏以来， 受持续高温影响， 长沙
电网负荷不断创出新高， 截至目前已6
次刷新历史纪录， 最大电力负荷达
663万千瓦。 相比2010年最大负荷300
万千瓦， 7年时间， 长沙电网最大负荷
翻了一番。

8月7日， 长沙最高气温突破38摄
氏度， 长沙电网午时高峰负荷攀升至
658万千瓦， 再次逼近电网负荷极值。
其中， 工业、 商业、 居民用电各占三

分之一， 局部区域和断面出现重过载
情况， 短时电力供应紧张。

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保电网、保民生、保重点企业供电要
求，公司认真分析、评估，预测供电缺
口，并根据错避峰有序用电方案，对全
市路灯、楼宇和景观亮化进行优化和控
制。同时，在前期有序用电方案基础上，
对所有工商业用户用电情况详细摸排，
深入了解其生产时段、最大用电需求以
及最大错避峰能力，据此编制新一轮高
峰负荷有序用电方案。通过控制高能耗
企业用电，优化路灯、景观等照明用电
和中小企业主动错避峰等一系列有力
措施，当天长沙全市实现最大避峰及负
控31.6万千瓦，有效保证了电网安全运
行和供电紧张期间电力有序供应。

“目前长沙电网运行总体平稳，
电力供应基本满足用电需求。” 长沙供
电公司新闻发言人邓铭介绍。

错避峰31.6万千瓦

长沙供电公司多措并举保供电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持续的高温，水稻、药材、罗汉果等
作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躺在病床上
的武冈市司马冲镇镇长唐文俊待不住
了。8月8日，不顾老婆的反对，他坚持带
病察看作物受灾情况，现场布置抗旱救
灾。这已经是他连续一周带病到现场抗
旱了。

“8月10日前，一定要把大圳塌方
水渠修好， 在塌方水渠没有修好之前，
搭建临时水渠，用抽水机抽水救禾。”在
大圳灌区麻林乡水尾村2组段， 唐文俊
顶着烈日指挥塌方抢修。 该水渠段
在7月1日晚10时30分被山洪冲垮。 该
镇依靠大圳灌溉的杨梅、 麻腾等7个村
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此时正值中稻抽
穗、药材生长的时候，水渠的中断将直
接影响灌区内2386亩中稻、1983亩药
材、4618亩玉米的收成。

“唐镇长真是一名好镇长，没想到
刚刚累倒在抗洪第一线，现在又冒着酷
暑来抗旱。 ”唐文俊带病指挥抢险救灾

的行为鼓舞着现场的工作人员。通过近
一个星期的努力，一条长43米，用近2
万个砂袋和150根角钢条搭成的简易
水渠勉强通水，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
情。

今年6月30日上午8时左右， 唐文
俊在该镇长抄村山体滑坡地段疏散过
往群众时因操劳过度，晕倒在泥泞的道
路上。彼时，他已经在镇域防洪、排险12
天。随行的抗洪抢险人员将其送往医院
检查，医生表示：“他是操劳过度，心肌
缺血而倒，幸亏送来及时，否则极有猝
死的可能。”在脱险出院后，医生要求唐
文俊在家休养3个月再上班。

“为了乡亲，我能坚持！累了我可以
休息一会，但是，没有水，农作物便会减
产，会给农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唐
文俊出院后，不仅通过电话了解各村受
旱情况， 还现场组织人员进行抗旱救
灾，要求工作人员采取“村民找水源，村
干部组织，驻村干部协调，镇领导现场
指导”的模式，带头到抗旱第一线，在他
心中“旱情比我的病情重要”。

“为了乡亲，我能坚持!”
———记带病坚持抗旱的武冈市司马冲镇镇长唐文俊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田如瑞）8月8日，江永县桃川镇
大地坪村陈益明的橘园里，一湾清水从
百米外的沟渠缓缓流进干涸的橘园。
“现在是水果壮果时期，不抽水灌溉，这
一年的收入就没了。 今天我们组织6支
党员干部抗旱服务队，来到村里帮助果
农抗旱抽水。 ”江永县教育局驻村工作
队长江龙在果园里，一边拉水管一边介
绍说。

7月份以来，“中国香柚之乡” 江永

县持续高温少雨，旱情日益严重。 全县
12万亩正值挂果待长的香柚、 早熟蜜
橘、夏橙，陆续出现脱水落果现象。面对
持续的旱情，江永县吹响了抗旱保果集
结号，86个县属单位和乡镇场的4000
多名党员干部， 进驻62个扶贫联系村，
在抗旱一线主动帮助贫困户清理水渠，
输水保果。县属相关单位挤出办公经费
120万元，帮助旱情严重的困难户购买
抽水机、水泵、水管，还租用挖掘机疏通
大小沟渠63公里，有效地缓解了旱情。

江永干部下村抗旱保果

我省完成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
飞行9小时、3720多公里，为湘西湘北大部分地区增雨

高温“烤”出汗水“光芒”

�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张福
芳 通讯员 戴圣友 陈永鹏） 8月7日上
午， 双峰县井字镇福源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2000多亩晚稻在烈日的暴晒
下依旧长势良好， 一眼望去， 郁郁葱
葱。 “多亏了政府科学合理的蓄水、
管水、 调水， 才使我们井字镇原来的
‘天水田’ 变成了不愁水的良田， 我们
种植双季稻才有了把握。” 虽然已经持
续一个多月没有降雨， 但该合作社法
人代表刘育平心里却很有底气。

刘育平的底气， 来自于双峰县近
年来推行的农田水利产权改革。 自
2014年被列为全国100个农田水利设
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
试点县以来， 双峰县将纳入改革范围
的5.7万处农田水利工程全部进行了登
记造册， 分类定性， 确权颁证， 县水
利局共发放产权证书2.3万本。 同时，

明确工程产权所有者或经营者是工程
的管护主体， 乡镇、 村均制订了管护
公约， 所有小型水利工程均明确了专
人负责， 并签订了管护合同。 比如井
字镇的7座小型水库， 就专门成立了由
4人组成的灌区委员会， 灌区委员会成
员负责水库的修缮、 渠道的清淤、 蓄
水用水的调度等， 确保汛时合理蓄水，
旱时及时放水。 而甘棠镇、 走马街镇
则采用“协会+公司” 模式， 委托乡
镇用水户协会组建乡镇级水利工程管
护专业队伍， 承担全镇小型水库的维
修、 养护、 清淤扫障工作， 队员的工
资按劳计酬， 经费来源为水费收缴、
政府补助、社会捐助3条途径。

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红利”，遇到干
旱，农民也不需要为了农田灌溉而“抢
水”“偷水”，为水打架，而是在政府的合
理调配下，按需用水，合理用水。

双峰：水利产权改革抗旱立大功

湘乡市关爱老干部

高温送清凉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王君斌 肖畅） “感谢市委市政
府对我们这些老人的关心， 冬送温暖夏
送凉， 一年四季心里暖洋洋。” 8月7日，
湘乡市年过90、 有着75年党龄的新四
军老战士张少华， 又一次从湘乡市老干
局局长陈四清手里接过绿豆和白糖。 湘
乡市十年如一日， 对离退休老干部上门
送防暑物品。

夏日的湘乡骄阳似火， 热浪滚滚。
为确保离退休老干部安然度暑， 湘乡市
老干局组织开展了“关爱老干部、 高温
送清凉” 活动， 给当地离退休老干部送
去一份清凉和关爱。

这项活动， 始于2007年夏天， 由时
任湘乡市委书记李世宏提议。 10年来，
湘乡市委书记换了4任， 高温送清凉活动
却一直坚持至今。 一份小小的防暑物资，
送去的是党委政府对老干部们的关怀，
展示的是全社会尊老、 敬老、 爱老的良
好风尚， 同时也加强了对老干部思想、
生活、 身体等多方面的了解， 拉近了老
干局工作人员与老干部之间的距离。

高温下的公交维修工
8月7日上午，湖南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维修分公司三车间，技

术工人在维修公交车的底盘润滑系统。该车间有维修人员45人，承担
着长沙300多台公交车的维修及保养任务。在高温季节，每台公交车
以12至15天为一个周期，要进行一次“全身检查”。平均下来，一个车
间每天要维修维护约70台公交车。（右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黄建军 摄影报道

� � � � 8月4日，慈利县苗市镇界溪村，消防官兵在为群众送水。受持续晴热高
温少雨天气影响，自7月中旬以来，该县25个乡镇均遭遇不同程度干旱，村
民生活用水困难。慈利公安消防大队安排专人进村送水，每天送水37车次，
供水170余吨，有效缓解了群众的生活用水困难。（上图） 魏咏柏 摄

消防送水 为民解忧

高温“炙烤”有望缓解
8月7日，长沙市五一广场，市民在高温下出行。当天，我省多地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40℃以上高温天气。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省
内降水明显偏多，湘中以北干旱缓解，高温将逐步缓解。（左图）

罗腾飞 李健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8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赵向新 陈卓）受晴热高温天气
影响，8月7日21时29分， 湖南电网用电
负荷达2664万千瓦，7日用电量达5.43
亿千瓦时，年内第五次双创历史新高。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 国网湖南省
电力公司采取多种方式确保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编制了
细化局部的应急预案体系， 组织、 参
与了多层次反事故演练。 科学安排运
行方式， 督促电企做好电煤储运和机

组运维工作， 积极争取省外电力援
湘。 重点变电站安排运维检修人员
24小时驻站待命， 随时应对可能出
现的电网、 设备故障。

与此同时， 还优先确保人民群众
生活用电， 全力保障高危企业和重要
行业保安用电， 保政府机关、 学校等
重要场所用电。 在全省组织976支应
急抢修队伍、 5460名抢修人员、 1046
台抢修车辆， 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供
电抢修服务。

全省用电负荷达2664万千瓦
国网湖南电力确保平稳安全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