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蒋晓斌

“你们冒着酷暑，顶着烈日，每天坚持为我们送水，真
是太感谢了！”8月12日，临武县香花镇政府工作人员为该
镇大坪村的江口岭自然村送去饮用水，村民们连连道谢。

香花镇地处临武县东北部，山岭陡峭，土地贫瘠，水
源短缺，属高寒干旱山区，历来“十年九旱”。近一个月的
持续高温，该镇部分自然村山泉干涸、旱情严重，出现了
部分人畜饮水困难现象。

“村子较偏僻，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
老人和儿童多，天气干旱，村民要到几公里之外的地方挑
水，甚是困难。”香花镇干部兼大坪村党支部书记郭亮边
忙着为群众接水边介绍。

村里90多岁的留守老人王贱女，孤身一人在家。为了
及时解决她的饮水问题，郭亮和村组的党员干部每天都准
时为老人送水。“你们这水每天准时送到， 真是辛苦你们
了！”王奶奶见郭亮为她送去水时高兴不已，连声称赞。

“不论哪村缺水，我们都及时为群众解决饮水困难。这是
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香花镇党委书记郭飞介绍， 半个多月
来，该镇机关干部放弃休息，每天用消防车为缺水的江口岭
村、建设岭社区和五村的群众送水，为群众解了燃眉之急。

据了解，面对出现的旱情，该镇结合实际，不等不靠，及
时成立了抗旱减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机关、村组干部及时
深入各村组抗旱一线，调查了解旱情，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截至目前，该镇已投入抗旱资金20多万元，出动消防车送水
100余次，解决了3000名群众旱期的安全饮水问题。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8月12日20时起，溆浦普降大到暴
雨。暴雨引发深子湖镇铁山溪、水隘村突
发山洪， 县人武部和消防大队立即派出
应急救援队伍， 与镇村党员先锋队一起
安全转移群众500多人。截至13日15时，
该县安全转移群众1739人。

强降雨卷土重来， 怀化市再遭暴雨
侵袭。11日8时至13日18时，怀化市发生
降雨站点634处， 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108.8毫米。12日19时30分起，市防指启
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13日上午， 怀化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国甫坐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各县（市、区）防
汛工作， 会后即赴溆浦受灾一线指导抗
救。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应云来到市防指
调度部署全市防汛抗灾工作。 各联县
(市、区）市领导，县(市、区）、乡镇党政主
要领导纷纷迅速到岗到位，赴一线指挥。

截至13日18时，强降雨造成该市沅
陵、辰溪、溆浦等县37个乡镇不同程度受
灾，受灾人口4.2万人，转移人口3386人。
麻阳岩门镇玳瑁坡村塘田山塘坝体因强
降雨造成塌方， 岩门镇立即对山塘开闸
泄洪， 组织镇村干部赶赴抢险第一线抢
修，经过近4个小时奋战，大坝外侧土石
方掩体工程完成，解除险情。沅陵县防指
组成12个督查组，奔赴21个乡镇督查防
汛工作。 该县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坚
守岗位， 所有乡镇取消双休日， 全体乡
（镇）村干部坚守一线，全力防汛抗灾。

怀化全力以赴
防汛抗灾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桥洞里有人被困，赶快来救人！”8
月13日上午11时，家住溆浦县观音阁镇
警予村观音阁大桥旁的村民邓以珍在观
测河水涨势时，发现大桥第2个桥洞里有
一个男子伸出头四处张望， 面对滔滔洪
水显得惊慌失措。 他立马给村支书江仕
祥打去求助电话。

此时，暴雨倾盆，河水暴涨，如不及
时将被困男子救上来， 随时都可能发生
危险。江仕祥一边赶往现场，一边打电话
组织党员群众：“快拿绳子来大桥救人！”

邓以珍马上从家里取来绳子，江仕祥
和村民们将绳子放下，示意被困男子自己
捆好绳子，大家拉他上来。可是，被困男子

并不配合。经过几次交流，该男子反而变
得情绪激动，还有跳入河中的冲动。

此时，河水又急又猛，大家只能一边
商议救人计划，一边安抚被困男子：“不要
着急，我们一定把你安全救上来。”

“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 正在该镇指导防汛救灾的怀化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国甫和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溆浦县委书记蒙汉闻讯
赶到现场， 要求全力以赴救助被困男子，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确保万无一失。

正在此时， 溆浦县特警大队副大队
长杨波带领30名队员前往低庄镇抗洪
抢险，途经此地，立即下车组织救援。

“从河岸游过去太危险，只能从桥面
通过绳索吊上来。” 经过现场勘查分析，
杨波立即敲定救人方案：“大家分两组配

合行动，一组稳定被困男子情绪，一组‘空
降’下去救人。”

“我去！”特警战士翟波主动请缨。当战
友们用绳子将他吊下桥洞， 准备将绳子捆
在被困男子身上时， 被困男子情绪又异常
激动，翟波一人无法控制。战友们见状，立
即将特警舒春吊下支援。

经过两人左右“夹击”，成功将其绑上
绳索。经过5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被困
男子安全救上了岸。

“兵哥哥好样的！”“你们就是‘战
狼’！”……面对群众的欢呼和点赞，特警战
士们顾不上休息，立即集合队伍赶往低庄镇
抗洪抢险。杨波说：“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江仕祥介绍， 经过安抚和深入交流得
知，被困男子名叫余东友，是一名流浪汉，
云南省会泽县老厂乡人。了解情况后，观音
阁镇政府立即安排干部将其送到了县救助
站，帮助他联系家人。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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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夏训武）8月11日上午，益阳市赫
山区顺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里，
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童成杰抽样2公
斤豆角，做农残自检。“前一天，村级监督
员也随机抽取样品， 送到镇农产品质监
站检测。”童成杰说，区农业局每月还进
行2至3次不定期检查,多级监管联动，以
确保农产品安全。

从2014年起，赫山区政府每年与各

乡镇(街道)、区直有关单位签订农产品质
量安全责任状，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纳入单位绩效考核。同时，狠抓乡镇农产
品质监站规范化建设， 建立健全监管与
检测、执法“一体两翼”综合监管机制。区
农业局与乡镇(街道)监管站、各乡镇与辖
区内农产品生产及收、贮、运主体，签订
相应责任状。 区农业局还依法委托各乡
镇(街道)监管站，行使部分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执法权。

赫山区织密农产品安全网,目前，全
区拥有区级监管执法人员23人、 乡镇监
管执法人员38人、村级监督员157人、组
级协管员4953人、 基地协管员16人，初
步建立起多级联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及农药监管体系。今年上半年，全区13
个乡镇(街道)监管站在各农产品生产基
地、超市、农贸市场、墟场，开展农产品质
量例行监测， 共抽检农产品3420批次，
其中农残检测合格率达99.91%， 生猪

“瘦肉精”检测合格率达100%。
同时，赫山区农业局督促各农产品生产

基地完善自检制度，严格执行产地检测准出
制。区农业局为全区10个主要农产品生产基
地添置了农残速测仪。目前，全区6个蔬菜基
地、7个水果茶叶基地已全部实现自检或委
检。去年，该区获评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
监管示范县、省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
范县。今年3月，被农业部认定为第二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区）创建试点单位。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8月3日， 两名外地盗窃
嫌疑人流窜至双牌县芙蓉社区八单元准
备作案时，被单元长文世艳等当场抓获。
近年来， 双牌县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和“平安双牌”建设，连续20年获评全省
综治工作先进县，连续9年获评全省平安
县。

双牌县始终全面落实维稳工作责任
制，把责任落实到各级领导、各部门和具
体负责人。 让有责者担责， 对失责者问

责。今年1月，该县对3个乡镇党政主要负
责人分别予以诫勉谈话、 通报批评等问
责处理。

双牌县建立覆盖城乡的电子监控系
统和网格员队伍，在村(社区）、学校等重
点区域均组建了治安巡逻队、义警队，夯
实了基层维稳力量。 该县依托“智慧双
牌”数据平台，今年上半年，对6个重点项
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并加强应急
处突工作， 针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
点事件、大型活动分别建立应急预案，做

到第一时间反应、处置。近年来，处置山林
边界等隐患40余起。

该县创新矛盾纠纷“二次调解”机制，
对基层司法所调解不成功的重大矛盾纠
纷，由县司法局组织调解人员、律师、公证、
司法鉴定、 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专业人员
成立巡回调解庭，进行二次调解，化解重大
矛盾纠纷30多起，被评为“2016年度湖南
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事件”。

同时，双牌县大力推进“法治双牌”建
设。建设法治文化一条街、法治广场、法治

公园等宣传阵地， 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进
农村、进社区、进学校活动。定期对相关领
导干部、 政法干警和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培
训， 实现法律知识更新培训面和合格率均
达到100%。在今年上半年的全省综治民调
测评中，双牌县继续排名全省前列。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怡

居民自发救人，水电师傅加入，货车
司机接力……大伙科学施救， 终于取得
成功。8月13日， 岳阳县张谷英镇群众用
美篇发出的一条接力救人的视频， 短短
几个小时点击量超10万。 镜头里的救人
英雄，成为最美“网红”。

8月12日一早， 岳阳多地发生强降
雨。岳阳县张谷英镇首当其冲，临街门面
水淹1米多深。洪水来袭，一鞋店老板娘
匆匆撤离时，被卷进洪水里。村民刘红波
见状，蹚水过去营救，同样被困。

险情牵动着大家的心， 沿街居民迅
速自发营救。他们抛绳索，根本达不到，
有人试图涉水送绳索，也无法靠拢。泡在
水中的两人担惊受怕，有些体力不支。有
攀缘能力的水电师傅刘岳锋背着一捆绳
索旋即赶到。他想溯流而上，被大家阻止
了，救援陷入困境。

危急时刻， 一位年轻司机开着大货
车前来增援。刘岳锋背着绳索爬上去，几
个救援志愿者一跃而上。

凭借娴熟的驾驶技术， 年轻司机驾
驶车辆稳稳停在受困者身旁。 车上的人
伸出援手，2名受困者被安全救上了车。
围观居民相互转告：成功了，救起来了！

事后，大货车悄悄开走了。居民争相
打听，得知年轻司机叫张华，车牌号为湘
F·42555。他和大伙英勇救人的照片、视
频，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双牌县夺综治平安“双牌”
连续20年获评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县，连续9年获评全省平安县

赫山区对农产品多级监管
成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区）创建试点单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再兴

儿子闯进险境去救人， 父亲追着儿
子去帮忙；儿子驮着老人往外爬，父亲助
力儿子往外拖。8月12日， 平江县上塔市
镇龙头村村民刘江远、 刘斌父子演绎了
一出大智大勇救乡亲的壮举。 正在该镇
指挥防汛抢险的县委书记汪涛闻讯，登
门看望、感谢刘江远、刘斌：“见义勇为，
你们父子俩都是英雄！”

12日10时20分，上塔市镇降雨量已
超过200毫米。 龙头村千红组后山山体
突然滑坡，洪水裹着泥沙，向程兴农等14
户村民的屋后奔来。此时，村民因雨几乎
都待在家里，全然不知险象环生。

“大家快跑，后面的山崩了！”对岸村
民方明中最早发现险情，大声呼喊着。村
民们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蒙了， 但很快
就你叫上我、我喊上你，你拉着我、我扶
上你，撤离到安全地带。

泥石流倾泻而下， 程兴农家的主屋
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糟糕，兴佬子没出来。”人群中，不
知是谁惊呼一声。

“什么？”党员刘江远和儿子刘斌都
大吃一惊。他们知道，兴佬子即程兴农，
年事已高，双目失明。刘斌毫不犹豫地绕
道奔向程兴农家，刘江远紧随其后。

泥石流还在肆意倾泻！梁木、家什、
石块夹杂一起，在大山脚下漂移。

“伢仔，偏屋还没倒，兴佬子应该还在
那。快去！”刘江远使唤着儿子。

摸着隔壁家的墙角，刘斌冒险向程兴
农家移动。泥沙俱下，已没过了小伙子的
裤裆，致使他无法挪步。情急之下，他趴在
泥沙上，使劲往前爬……

老人找到了！刘斌驮上他，走几步，爬几
步。 父亲急中生智顺手搬起一根大梁木，搭
在泥沙堆上，儿子驮着老人顺着梁木艰难地
往外爬，父亲使劲地向外拖着梁木……

眼看即将脱离危险地段。突然，一声
闷响， 一颗大石头随山洪滚落而下。“崽
呀！”一直关注儿子救人的母亲尖叫道。

不幸中万幸，3人成功脱险了！“14户
39人被全部安全转移， 一场大灾化险为
夷。”上塔市镇党委书记刘长江跟记者说，
“灾难突发之际，村民们勇于自救、互助，
是战胜这次泥石流的关键。”

虎父虎子，泥石流中救乡亲

救人英雄成“网红”

特警战士“空降”救人

3000名群众饮上安全水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颜石敦 王清一）“贷款不要实
物抵押、不交保证金，由国家提供担保贴息，这样的惠农
政策好。”8月13日， 桂阳县种粮大户成浩高兴地告诉记
者，前不久他成功申请到“惠农担·粮食贷”贷款200万
元，购买了3台大型烘干机，今后晒谷不用看老天脸色了。

据介绍，“惠农担·粮食贷”是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
司今年6月份推出的首款惠农担保产品，主要针对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申请人
无需实物抵押、 无需保证金， 用信誉贷款， 最高可申请
300万元贷款，省财政按同期基准利率的50%给予种粮农
民贴息。“惠农担·粮食贷”放款速度非常快，从准备资料
到放款大概一周时间。截至目前，桂阳县共发放“惠农担
·粮食贷”贷款492万元。

桂阳为种粮大户“输血”
发放“惠农担·粮食贷”贷款492万元

8月12日，花垣县猫儿乡豆子村，村民在忙着捆扎玉米。今年，该村种植的1000多亩玉米获得丰收。
时下，农民正忙着采收、捆扎、晾晒。 龙恩泽 摄玉米丰收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8月
11日，从双峰县食品药品监管局传来好消息，在省农委组织
的全省农产品农残速测能力验证考核中，双峰县农残速测项
目全部合格；这是该县坚持从严监管的结果。

近年来，双峰县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监督网络，
成立稽查大队，并在全县16个乡镇（经开新区）设立农残
检验检测站，在全县范围内的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蔬菜
水果生产基地等开展定期不定点农残检测， 并将检验检
测工作纳入乡镇年度绩效考核，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金慧 钟文）昨晚，来自甘肃会
宁的王丹和刘红瑞坐了29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长沙，参加
“芒果童心”夏令营和“芒果童心”汇报演出。他们拒绝了
高铁和飞机， 只是因为： 想多看看路上的风景。“芒果童
心”活动举办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更多如王丹和刘红瑞一
样没有走出过家乡的孩子，多看看这个世界。

8月12日晚，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V基金、北
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芒果童心”公益汇报
演出在长沙市音乐厅举行， 这场演出邀请了“快乐图书
室”“快乐音乐教室”学校中的部分学生参加演出。6年来，
芒果V基金发起的“快乐图书室”和“快乐音乐教室”等公
益项目，已经累计在全国范围内捐建书屋500多间、各类
音乐教室60多间，7万多名边远地区的孩子们，在音乐和
阅读中学会欣赏美，树立人生目标。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登上这样正式的舞台，既
紧张又期待，虽显经验不足，却热情奔放，长沙市特殊教
育学校盲生合唱团带来的歌让观众笑着流泪， 西双版纳
江安的《最爱你勐巴拉娜西》、甘肃杨杜娟的《沧海一声
笑》等都唱出了自己的独特风味，整台晚会充满了阳光和
活力，还有满满的感动。

放飞童心，陪伴成长
“芒果童心”公益汇报演出在长举行

双峰农残检测能力通过“省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13 日

第 201721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369 1040 1423760

组选三 909 346 314514
组选六 0 173 0

9 1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13日 第2017094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58076283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2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630843
13 1433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76
86932

1495198
11214738

55
3227
53742
391818

3000
200
10
5

0611 19 28 3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