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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为了万家团聚，
我们在火线过年”
——
—浏阳市公安消防大队防火一线见闻

2月13日， 浏阳市大瑶镇某花炮厂， 该市公安消防大队运用无人机和TAF20战
斧机器人等设备开展消防演习。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赵成新 周小雷

2月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和煦的
阳光下，路上随处可见返乡的行人，节日
的气息更加浓郁。
有这么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不能回
家过年，而是严格执行命令，24小时坚守
岗位， 默默地守护着一方平安。13日上
午，记者来到浏阳市公安消防大队，近距
离体验感受消防战士在战备执勤岗位上
迎接别样的新春。
“握水枪斗赤焰逆行而战显英雄本
色， 练业务精技能踏火而歌现好汉英
豪！”
走近大队，门口一副醒目的春联，让
平时紧张严肃的营房，增添了无限年味。
“这副春联是战士们自己写的，也是
他们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大队长李振
介绍，官兵们大都是年轻人，很多人已多
年没回家过春节了，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
氛围，大队组织了写春联、包饺子、歌咏
比赛等，丰富官兵的业余生活。
走进大队处警指挥中心， 这里如同
一个忙碌世界。电话声，讲话声，对讲机
声络绎不绝……一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房
间里4名接警员正在值班，一块块电子屏
上闪动着重点防火地段的图影， 这里就
是负责受理全市“119”接警任务的平台，
部署灭火工作的调度指挥， 俨然一个作
战指挥部。
“消防大队吗？我家着火了，你们赶
快过来救火啊。”
“请问您家具体位置在哪里……好，
请您到街边来接车，消防官兵马上到。”
10时2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
接警员李华焱迅速拿起电话， 得知火情
后， 在警务派出平台马上派出关口中队
前往进行火灾扑救。
“临近春节，出警量大增，多的时候
有时一天达到了六七起。”
李振介绍，浏阳是烟花之乡，很多火
灾跟烟花鞭炮企业有关联， 春节期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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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的纪检监察铁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坚定许党报国的政治理想，勇担正风
反腐的政治责任， 锤炼敢于担当的政治
品格，时刻把自己置于党组织领导之下，
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工作，
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省纪委要以身作则，加强
向中央纪委和省委请示汇报工作。 各级
纪委每半年要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报
告一次全面工作， 重大问题随时请示汇
报。
加强学习、提升本领。面对新时代
新使命， 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强学习。要增强政治
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善于从日常监
督、审查调查中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从政治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增强
综合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善于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善于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参与反腐败工作。增
强思想政治工作能力， 既敢于刺刀见
红，也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防止简单
粗暴、以势压人。要适应纪委监委合署
办公新要求，抓紧搞好干部培训，提高
执纪执法能力。

使他们的压力大增， 为此他们还搞了一
场针对烟花爆竹火灾的演练。
“无人机起飞，机器人出发。”上午11
时，浏阳市大瑶镇一栋“起火”的烟花仓库
前， 随着大瑶中队副中队长陈青华一声
令下，一架无人机立即升空，一台救火机
器人马上启动，赶赴火场，一场真枪实弹
的演练拉开序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 无人机飞到火场
上空侦察火情，通过即时、清晰的影像，从
空中全方位将火情传给现场指挥员，指
挥员依此迅速制定施救方案，指挥、组织
救火。
救火机器人冲在最前面， 在最靠近
火场的地方， 时而直流， 水柱直冲80多
米，精准狙击火点；时而开花，直径约3米
的巨大水花如巨龙吐水，排山倒海，大面
积地浇向火苗。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战斗，
“火灾”终于被扑灭。
“冷不冷？”
“不冷！”
火魔扑灭了， 消防员周振升的衣服
也湿透了，但他一点都不感觉到冷。
“别人过年我们是过关。”大队教导员
樊哲广介绍， 消防官兵早已把自身置之
度外，每年的春节，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
候。
来自河南信阳的陈锡鹏自从2005年
入伍以来，已经12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即
便是回家过年， 他也和往常一样早起训
练，随时待命。
由于烟花爆竹的燃放， 除夕的火情
比平常更多。因此，消防队员不但忙碌，而
且时间紧迫，为确保能第一时间出动，所
有消防队员都必须先穿好消防服。“每年
除夕，我们都是身穿消防服，全副武装，警
铃一响便飞速上车。”陈锡鹏说。
“为了万家团聚，我们在火线过年，再
苦再累都值得！”大队参谋李丹说，入伍18
年，大部分时间不能陪家人，今年又要让家
人独自在家过年，虽然心怀歉疚，但既然选
择了消防职业，就肩负着一份责任。

严明纪律、严格监管。随着各级监察
委员会的成立，纪委的权力更大了，责任
也更重了。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行使权
力上要慎之又慎， 在自我约束上要严之
又严。 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刀刃向
内的勇气，强化自我监督，自觉接受来自
各方面的监督。 要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和“十不准”，制定纪委监委机关
内部监督工作试行办法。坚持执纪监督、
审查调查、案件监督管理、案件审理相分
离，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加大纪检监察干
部内外交流力度。 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干
部监督室、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作用，建
立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 重点管好省
纪委监委机关干部和各级纪委监委领导
班子，管好室主任和审查调查组组长。坚
持“一案双查”，健全重大案件倒查追责
机制，对以案谋私等问题坚决查处，绝不
护短。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
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及时向人
大常委会报告工作， 向政协和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进一
步发挥党风监督员、 特邀监察员的监督
作用， 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
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同志们，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
呼唤新作为。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一往无前、永不懈怠，为夺
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而努力奋斗！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宁乡草冲“走亲戚”
湖南日报记者 孙振华

周末，随同编辑部同事老聂去宁乡市流沙
河镇草冲村杀“年猪”。
上车时，老聂提着大包小包礼物。
“流沙河有亲戚？”同事打趣。
“嗯，嗯。”老聂含糊其辞。
到达草冲村，商谈相关杀猪事宜后，顾不上
喝口水， 老聂对草冲村刚卸任的老支书何长才
说：
“
抓紧点时间，去岳星君家看看。”
记者开着车，七弯八拐，最后汽车都开不
上去了。大家帮老聂提着礼品，吭哧吭哧爬向
半山腰的岳星君家。
“岳星君是老聂么子亲戚？”
何长才嘿嘿一笑，“上周才结的亲戚。”
原来，最近几个周末，应流沙河镇扶贫办
同志请求，老聂微信群一吆喝，带了一队又一
队的人马前去草冲杀“年猪”。
上周末，老聂带着一帮朋友将岳星君家的
3头花猪全部解决了。
何长才介绍，岳星君常年生病住院，妻子
多年前离家出走，女儿在县城念高中，岳家一
年收入就指望老母亲养的七八头花猪了。
听着老支书唠嗑，记者一行来到了岳星君家。
这是一栋20年前的老房子，单门独户。
岳娭毑不在家。小姑娘独自在家看书。
房里没生火，有点冷，家里也没准备什么

过年物资。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对突然造访的来客，小姑娘有点手足无措。
听了老何的介绍，一脸阳光的小姑娘向客
人打开了话匣子。
“几年级了？”
“高二。”
“成绩蛮好吧？”
“班上稳定在前五名。”
“经济上有困难不？”
“困难不太大，每年要花费6000来元，好在
每学期学校有1000元助学金， 政府每年还有
3000元补助。”
“想读大学吧？”
“嗯、嗯。”小姑娘连连点头。
“毕业后希望从事什么工作？”
“想到大学当老师。”
“喜欢什么专业？”
“化学。”
老何介绍，宁乡市政府在流沙河镇建了上
百户移民安置房，岳星君家春节一过就可以搬
过去住了。
小姑娘接过何支书的话头， 满脸笑容地
说，前几天她和奶奶到镇上去看了新房，“太好
了，小区环境很好，每户都有几间房，还配齐了
家具、电器。”
“今后有什么困难，记得跟我联系。”老聂
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小姑娘。

返程路上，老何告诉记者，草冲村是省级
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70户。2017年，邻
近的苏家村并进来后，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30
户。2015年长沙市林业局进村帮扶。2020年草
冲村要完成脱贫任务。
“扶贫效果如何？”
“好！现在扶贫做实事！”老何一五一十介
绍，扶贫工作队进村以来，村里发生了三大变
化。一是基础设施变化大，通过多方筹资和村
民投资投劳， 硬化了20多公里的村组公路，整
理了30口骨干山塘。 二是产业扶贫有起色，政
府免费向贫困户提供了500头仔猪， 村里花猪
养殖规模扩大了不少；山上栽种了6000棵黄桃
树，长势蛮好。三是村民精神面貌改变大，讲怪
话的少了，勤劳致富的多了，目前村里青壮年
在外打工的有1500人左右， 老人留在家带小
孩、养猪、种菜。
“花猪销售不成问题吧？”
“
草冲是宁乡花猪原产地，猪的品质好，销售
不成问题。”老何介绍，他和另外4位村民成立了一
个土花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目前全村有80余户入
社。合作社猪场养了300多头猪，还为社员提供仔
猪、猪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帮助销售。合作社每年
可帮社员销售大猪300来头、仔猪5000来头。
告别草冲村时，老何一再托记者给宁乡市
政府捎句话，希望政府对他们这样的退职村干
部转岗创业给予些支持。

■行走“江湖”看治水

珊珀湖 重绘秀美画卷
周勇军 鲁融冰 肖洋桂

2月12日上午，天气放晴。位于安乡县安丰
乡境内的珊珀湖， 在雾气萦绕中若隐若现，似
一幅秀美画卷。
记者驱车环湖一圈发现：以往臭气熏天的
畜禽养殖场消失了，近20公里长的环湖截污沟
疏浚一通，周边鱼塘废水不再排入湖中。珊珀
湖，这颗曾被污水夺去光芒的“明珠”，经过环
境整治，开始重现秀美风光。
珊珀湖由澧水和松滋河尾闾洼地积水成
湖，是当地最大的淡水湖。上午11时，在珊珀湖
社区附近环湖路上， 记者看到，20多米宽的环
湖截污沟将珊珀湖与鱼塘完全隔离开来。一片
面积10多亩的鱼塘的污水， 汇入截污沟中。这
片退养鱼塘的原主人是52岁的村民周序义。得
知记者到来， 他从附近的蔬菜大棚里赶了过
来。
周序义在鱼塘搞养殖10多年了。“说实话，
投肥养鱼对水体污染太大了，年年投肥增加剂
量，含碳胺、磷肥的鱼塘水一涨水就直接排进
了珊珀湖。” 周序义直言不讳地说，“这无疑是
在砸子孙后代的饭碗，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确实，多年投肥养殖，致使珊珀湖成了藏污纳
垢场所，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
在周序义的记忆中，以前的珊珀湖水美鱼
肥，但前几年珊珀湖没有清澈过。去年环湖整
治工程启动后，周序义积极响应，率先抽干了
鱼塘，成为当地第一个退养户，并在政府政策
扶持下迅速转型。“在蔬菜大棚里做事，一天百
把元收入轻松得很, 根本不用担心污染环境。”
周序义说，他和妻子现一个月能赚6000多元，
比以前强多了。
沿着环湖路继续往湖区走， 不见污水横
流，也没发现臭气熏天的养殖场。在安丰乡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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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安乡县珊珀湖，挖泥船在将湖底的淤泥吹填到8号湿地建设现场。
螺湾村，52岁的村民吴传兵在自家养殖场废墟
里栽种橘树苗。环湖整治以来，安乡县委、县政
府决定对珊珀湖周边1000米禁养区内畜禽养
殖场全部退养， 吴传兵家的养殖场是其中之
一。
去年， 吴传兵家的养殖场有21间猪舍，饲
养生猪200多头。猪粪虽然排进了沼气池，但总
量太大，难以及时处置。粪水横流、臭气熏天，
成了养殖场的常态。“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拆
除了猪舍，不搞养殖场了。”吴传兵告诉记者，
今年，他计划拿出部分政府补贴，在养殖场原
址上种橘树、葡萄，搞特色家庭果园。他说，现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等果园搞成
了，收入应该不会比养殖差。

南县罗文花海“
荷塘月色”景点。（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立志

2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南县
乌嘴乡罗文花海涂鸦村， 初春的
暖阳洒在这片冲积平原上， 人们
脸上挂着笑。
在一家姜糖店前， 记者听到
有人在和店主聊天：“家里真是美
啊，看着都舒服。”说话的人叫何

通讯员 摄

艳，刚从上海回到南县老家过春节。
“是啊!我们湖区美不美，还是要看水。”姜糖店
主接过何艳的话说道，“你看前面三仙湖水库的水，
是不是比以前好多啦？现在我们的生活污水都用三
格化方式处理呢。”
南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7年，南县
新建5处农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处理点，并整县
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对农村分散的生活污水采取三
格化粪池进行处理。
姜糖店主也对记者说：“环境美了，我们生意也

鲁融冰 摄

一路上，珊珀湖景色尽收眼底。在302省道
旁湿地建设现场，记者被一艘正在作业的挖泥
船所吸引。随着引擎阵阵轰鸣，湖底的淤泥被
吹填到靠岸修建的围堰里。“届时，这里将打造
成一片浅滩，种上水生作物，既美化湖泊，又能
对水体进行修复。” 随行的安乡县环保局总工
程师张磊峰说，像这样的湿地，环珊珀湖共规
划建8处，面积近3000亩，目前已基本成形。通
过工程治理、生物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适
当补水，多管齐下、综合施治，去年底，珊珀湖
水质已达到IV类；到2019年底，将力争达到Ⅲ
类。
一幅清新秀美的珊珀湖风光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跟着好了。这几天，店里的营业收入上万
元了。”据了解，这位店主回乡创业不到一
年，已经开了3家店。
“三仙湖水库变干净啦？但我记得读
高中时，到处是矮围、网围，水库里的水洗
手都不敢啊！”何艳似乎有点不信，往水库
方向走去，记者决定和她同行。
路上，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大家，
三仙湖水库原本是一条河流，全长41.02公
里，水面面积21平方公里。由于河道淤塞，
河床抬高，2002年， 被改造为三仙湖平原
水库。近些年随着生产、生活污染加重，水
体自净能力下降， 生态环境承载功能减
弱，水质一度下跌至劣VI类。
说话之间， 很快到了水库堤坝上。此
刻，正是枯水季节，蓝色的水面清澈见底，
悄无声息地浸润着岸边的水草，河畔的几
处水洼，一些红色长腿水鸟在欢快自由地
觅食，间或仰天长鸣……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说，水库周围的制
砖厂和预制板厂早已全部拆除； 水库沿
岸大小14处泵站全部完成清淤、 疏浚工
程；去年开工建设的5处污水处理厂马上
投入使用；去年12月，最后200亩精养池
关停， 水库内近2300亩精养池全部完成
退养。
最直观的感受还是来自附近的居民，
一位大姐说：“过去水库水质差， 蚊虫多，
现在水变干净了，不但人住着舒坦，连兔
子、蛇等好多种动物也回到水库周边了。”
站在大堤上，何艳一会闭上眼贪婪地
呼吸，一会睁着眼尽力张望。“这离我记忆
中的家乡不远了。”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