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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来了要马上切断电源，关闭

自助设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一组负

责保护客户转移，二组立即联系保安公

司，三组负责垫高重要设备……”6 月 1

日晚，地处塘渡口古镇最低洼处的建行

邵阳塘渡口支行，正紧锣密鼓连夜开展

防汛减灾演练。

“关键时刻，人民的利益至高无

上！”建行湖南省分行负责人介绍说，

“我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2020 年的汛期来得比往年更早一

些。6 月初，随着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建行湖南省分行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省行成立了防汛抗灾工作领导小组，
并连续发布安全预警，指导相关二级

行和基层营业机构强化防汛值守和报
告制度。为做到有备无患，岳阳、邵
阳、自治州、张家界等低洼地带二级行
及所辖营业网点提前做好了防汛抗灾
预案演练，协同外包保安公司加强汛
期头寸押运、上门收款、保安值守等相
关业务的汛期安全管理，并已预备充
足的麻袋、蜡烛、发动机等相关防汛物
资。

7 月 19 日凌晨，桑植最大的洪峰过
境。48小时前，建行桑植支行已开始实
行24小时巡查值守，按照预案完成了离
行式自助设备钞箱的运回，将档案及重

要物品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对地处
县城区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员工进行了安全转移。

“关键时刻，国有大行必须与三湘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切实保障员
工、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全行安
全运营的同时，湖南建行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在防汛减灾中贡献蓝色力量。

“报告，第二防汛小组全员已到
位。”7月9日凌晨1时，建行常德市分行
防汛值守小组正在有条不紊地换班，并
立马开展换班后第一次巡逻与险情排
查。“我们行领导率领值守人员每两小

时进行巡逻并记录水位、排查险情。”值
守小组介绍，根据防汛分指挥部相关要
求，建行常德市分行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全行一切可调度人员及物资，
积极参与防汛抗灾工作。

在益阳，建行的志愿者为奋战在一
线的防汛人员送去矿泉水、八宝粥、方
便面等慰问物资。同时，迅速组建 2 支
青年突击队，加入到大堤巡逻队伍，密
切关注水位情况，排查安全隐患，宣传
防汛知识，全方位助力防汛工作。

在岳阳，建行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
召，参与长江沿线及洞庭湖畔的防洪抗

洪工作，从 7 月 1 日开始，该行湘阴、华
容、汨罗、荣家湾支行共派 35 人次到责
任堤段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

“我们马上为您调整还款计划。”受
大雨影响山体滑坡，泸溪县能滩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发电机组被巨石砸坏，建行
泸溪支行第一时间为受灾企业调整了
还款计划，缓解客户还款压力。“关键时
刻，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复工复产，建
行责无旁贷！”除提升网点安全保障、参
与当地防汛抗灾任务外，湖南建行还通
过信贷支持，加大对受灾地区群众和小
微企业的帮扶解困力度。

岳阳市岳阳县，常德市临澧县，张

家界市慈利县、桑植县、永定区，湘西州

泸溪县等建行分支机构下沉服务重心，

多途径了解农户、企业的受灾情况，开

辟绿色通道，全力帮助受灾企业、农户

恢复生产生活。7 月以来，建行已向上

述受灾地区发放贷款1.29亿元，惠及受

灾农户和企业189余户。

近三年来，湖南建行重点推进湖南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莽山水库工程等

重大水利建设，支持防洪减灾、水资源

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水生态保

护修复、智慧水利等。截至6月底，湖南

建行水利贷款余额112.91亿元。

（金 李 龚茵梦 喻灿锦）

湖南建行：在防汛减灾的“关键时刻”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孙开国

进入主汛期以来，石门县西北山区
发生大小山洪地质灾害80余起，没有出
现人员伤亡。这一奇迹的背后，彰显的
是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党员干部的牺牲
与奉献。在石门采访，记者被一个又一
个故事感动着。

“能给你们减少点损失，
受点累算什么”

邵新华，石门县交警大队壶瓶山中
队队长。7月23日见到他时，他正在南
北镇潘坪村雷家山特大型山体滑坡处
疏导交通，劝返车辆。天气闷热，他身
上的警服已被汗水浸湿。

辅警盛孝松介绍，邵新华从 7 月 1
日起，一直坚守在这里。由于长期在高
寒山区工作，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和肩周炎，阴雨天疼痛难忍。同事劝
他到帐篷里指挥，他不听，坚持到外面
值守，顶风冒雨，踏着泥泞，来回跑动，
引导过往车辆避险。最危险的那几天，
几乎没合过眼。

7月6日山体第一次滑坡后，南北镇
又紧急转移疑似危险区群众。邵新华看
人手不够，就带领一些队员帮助转移群
众。转移王世春老人和老伴时，老人舍不
得圈养的两头肥猪。邵新华连忙和村干
部找来一个大铁笼，费劲把两头肥猪装进
去。

当时天下着小雨，山道泥泞。两位
老人住在山脚下，要把两头200多公斤
重的肥猪往山上抬，转移到1公里外的
安置点，谈何容易！一根竖杠、两道横
杠扎牢后，邵新华、盛孝松和4个村干部
将沉重的猪笼抬起，一步步艰难往山上
挪。

爬到半山腰时，豆大的汗珠从邵新
华额头冒出，盛孝松知道他的老毛病犯
了，只能干着急。这时，雨越下越大，邵
新华几次腿脚发软，差点跌倒，但他咬
紧牙关，挺了过去。

到达安全区域，雷家山第二次山体
滑坡出现了。邵新华蹲在地上，不停用
手捶打腰部。王世春老人十分感动，紧
拉着邵新华的手，带着歉意说：“真是对
不住啊，为了俺家两头猪，把你累成这
样！”邵新华连忙安慰老人：“莫这么讲，
能给你们减少点损失，受点累算什么！”

“这个节骨眼上，我就要杵在
这里”

担任南北镇潘坪村党总支书记 10
年的许波，2007年患上糖尿病。这种病
累不得、饿不得，而他却恰恰相反，干起
工作来经常废寝忘食，还主动挑起雷家
山地质灾害点监测员的担子。今年是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村里工作千头万
绪。作为村里领头人，许波一天到晚忙
得不亦乐乎。

今年 7 月连降暴雨，许波一天至少

要往地灾隐患点跑3趟。他爱人唐凤英
埋怨他：“你身体不好，搞事要悠着点。
你是家里顶梁柱，要是垮了，全家怎么
办？”他故作轻松地说：“你放一百个心，
我身体好着呢。”

7月2日，许波在地灾点巡查时，感
到眼睛模糊，全身乏力。热心的乡亲背
着他，告诉在县里陪读的唐凤英。唐凤
英心急如焚，在电话里劝许波去医院，
但他油盐不进。唐凤英只好向南北镇
党委书记覃浩诉说。“你是村里主心骨，
这个时候倒下，就是给镇里添乱，赶快
去医院！”覃浩不容商量地对许波说。

到镇卫生院一检查，许波空腹血糖
高达每升 20.56 毫摩尔。“血糖这么高，
很容易出现并发症，最好去县里住院治
疗。”医生说。“我没那么金贵，打点胰岛
素就行了。”许波不肯去。

覃浩告诉记者，6 月 24 日，就是许

波发现有大量1厘米大的蚂蚁，从茶园
裂缝里成群结队钻出来。农村有句土
话，叫“蚂蚁搬家，山崩地塌”。他们就
是根据这一点，进一步做出雷家山山体
即将滑坡的精准预判。

7月6日下午，522省道雷家山段开
始出现异常，此时许波正在镇卫生院打
点滴。得知险情，他拔掉针头往雷家山
赶。16 时 52 分，雷家山特大型山体滑
坡发生了。许波忙着指挥过往车辆后
撤，组织转移疑似危险区域群众，至今
守在一线。覃浩看他越来越消瘦，天天
吃泡面和盒饭，心疼不已，恳求他住院
治疗。但许波说：“这个节骨眼上，我就
要杵在这里！”

在石门西北山区，像邵新华、许波
这样奋不顾身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有个共同名字，
叫“共产党员”。

奇迹背后，是牺牲与奉献
——石门成功处置特大型山体滑坡地质灾害追踪（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瞿云 冯奎

盛夏7月，沅陵县陈家滩乡驮子口
村山青水碧，鸟鸣啾啾，蜂飞蝶舞。

67 岁的村民张冬秀和老伴，在家
里取蜂房、摇蜜、过滤、装瓶，忙得不亦
乐乎。

“前段时间取了50多公斤蜜。”张冬
秀一边在蜂桶前忙活，一边向记者介绍，
家里五口人，儿子在广东中山做五金生
意，儿媳在长沙蓝思科技工作。2018
年，她和老伴在县、乡技术员指导下，试
养蜜蜂25桶，今年发展到62桶，蜂蜜销
售年收入在7万元以上，脱了贫，生活越
过越甜蜜。

驮子口村属五强溪水电站移民库
区，田地少，交通基本靠水路，全村676
户2380人中，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4

户606人，是个深度贫困村。
驮子口山高林密，适宜蜜蜂繁殖生

长，村里有养蜂的传统。村党支部书记
邓成政告诉记者，由于缺少技术、蜂源单
一，村民养的蜜蜂成活率、久居率低，收
入不多。

2015 年，怀化市住建局派人驻村
帮扶，不仅帮村里完善了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还广泛征集村民意见，成立了沅
陵县楚蕊蜂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贫
困户”模式，发展养蜂产业。

“技术指导送进户，销路也不用
愁。”公司负责人介绍，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杨世贵为公司请来专家开培训班，
并入户指导，养殖技术有保证；村电商
平台负责线上销售，线下销售由公司统
筹，线上线下齐发力。目前全村养蜂
540 户，共养蜜蜂 660 多桶，成了远近

闻名的“甜蜜村”。
在驮子口村，除了来自花中的甜

蜜，还有来自树上的、水里的、山上的
“甜蜜”。走进该村冬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基地，桃子挂满枝头。一些村民在桃
林里剪枝、锄草。

驮子口村种植的冬桃是晚熟品种，
在每年 9 至 10 月成熟，该品种外观红
润，果肉紧实细腻，口感脆甜，桃香浓
郁，是桃中优品。

“上半年，我拿到了 3610 元务工
费。”村民邓玲玲是在桃园基地务工的
贫困村民之一，她告诉记者，下半年摘
桃子预计还能拿到1000多元工资，加
上土地流转金及其他收入，今年脱贫没
问题。

陈家滩乡政协联工委主任、驮子口
村联合党支部书记温苏介绍，村里瞄准

网箱上岸后产业发展机遇，对原有300
亩鱼塘进行固堤修缮，再新建鱼塘100
亩，于今年5月启动承包经营。还将村
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吸收入沅陵皇
妃有机茶专业合作社，采取入股分红方
式，去年人均分红294元。

在村里新建的电商中心，记者看
到，两层建筑上层 14 间房为住宿式招
待所，下层 9 个门面，其中 7 个出租、2
个为电商中心。

“仅二楼招待所，年租金就有 6 万
元，加上门面出租，村集体每年可增加
收入10万元以上。”邓成政说。

到去年底，驮子口村172户贫困户
599人脱了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29%，
摘掉了贫困帽。昔日库区穷山沟，成为
全县脱贫致富“排头兵”“示范村”。

漫步驮子口村，“嗡嗡嗡”的声音响
在耳畔，成群的蜜蜂在花草丛中飞舞，
与村里勤快的村民一道，酿造着甜蜜的
生活。

驮子口村：酿造甜蜜新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龙涛 丁乐融

挑选、采摘，汗水顺着陈本贵黝黑
的脸颊往下流，军绿色的短袖衫被浸出
一块块更深的颜色。

7月22日下午，在吉首市双塘街道
大兴村村后 150 亩黄桃园里，记者看
到，金黄的桃子把树压弯了腰。山下，
400 多栋楼房整齐矗立在沱江河岸边
平滩上，旁边是一排排大棚。

黄桃、西瓜、香菇、辣椒等近100亩
果蔬遍布大兴村。4月，村里占地200
亩的冷藏库开始启用，种植户每天按订
单将果蔬运送过去销售，大兴村果蔬产
业链逐渐形成。

“今年我的果园盛产，产量有 5 万
公斤左右。我弟媳今天刚在微信朋友
圈发信息，就有顾客下单购买100公斤
黄桃。”陈本贵说，2016年种的黄桃，今
年是盛果第一年。

当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吉
首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还专门过
来，为陈本贵家的黄桃进行绿色产品认
证。“今年产量大，我这几天在和村里商
量，想搞直播销售。”人勤快、脑子活的
陈本贵，变着花样推销自己的产品。

相比忙碌的桃园，村民陈平的香菇
基地冷清许多。100多亩香菇、木耳大
棚全部敞开着，只有几个棚里零星堆放
着香菇棒，大棚的主人陈平两手插兜，
在大棚间散步。

“这些地都已整好，月底我们就开始
种木耳。”陈平指着刚平整好的土地，乐呵
呵地对记者说，“如今，香菇好卖得很。上
个月我放进冷藏库的5000公斤香菇，被
张家界一个老板全部买走了。今天我还
在银行跑贷款，准备再建40个香菇大棚。”

“有多少人在你这里干活，一天能

拿多少工资？”记者问。
“翻菌菇棒、上架按件算，多的一天

有 150 元，做其他零工一天 70 元。一
年除了七八月休息，在家村民基本上在
我这里干活。”陈平笑着说。

据了解，2007年，陈平辞掉在浙江
宁波当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回到村里种
香菇、木耳。他好学、敢拼，产业发展越
来越大。2017 年，他开始给整个双塘
街道6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3
年累计分红近200万元。

嘟嘟嘟……河对岸，村民陈本忠和
妻子杨玉梅操纵着轨道运输车，将一株株
豇豆苗栽种到西瓜大棚里。面积64亩的
大棚里，种满了西瓜、香瓜、辣椒等果蔬。

“这里的水果，直供市里的水果店。”
陈本忠指着大棚外停着的一辆果蔬运送
车说。

陈本忠以前也在宁波务工，从事物流
业，既有物流经验，又懂种植技术，回村发
展干得风生水起。

“我第一批西瓜、香瓜都卖完了，4至
10元1公斤，赚了五六万元。再等10来
天，第二批西瓜也要上市了。”谈起自己的
产业，38岁的陈本忠笑得合不拢嘴。

不远处，一些村民忙着硬化通往冷
藏库的道路。“我们村 2329 人，其中外
出务工 768 人，其余都留在村里搞生
产。有了冷藏库，不能及时卖掉的果蔬
就有地方储藏，既保鲜，还能增值。”站
在冷藏库新大楼前，村支书唐新军不无
自豪地说。

依靠发展果蔬产业，2017年，大兴
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多元，村
里7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281人全部脱
贫摘帽。去年，村里人均纯收入超过
1.1 万元。现在，大兴村人正建立起越
来越完善的绿色果蔬产业链，朝全面小
康大步迈进。

大兴村：兴起果蔬产业链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你最近怎么每到周六都不来晨
练了？”7月20日一早，龚卫民出现在
益阳市资阳区资江风光带，被经常一
起晨练的朋友追问。

“我学本领去了。”龚卫民笑答。
龚卫民是当地的名人。尽管他

名片上写的是益阳市兴华房地产有
限公司总经理，人们知晓他，却是因
为这些年他做了很多扶贫济困、见义
勇为的好事。他在火场救过火，路上
救过倒地老人，先后为敬老院老人、
家庭困难学生、抗战老兵、抗洪一线
干部群众等捐款近 40 万元，被评为

“见义勇为”湖南好人，当地人则喜欢
称他为“一身侠气的企业家”。

2018 年 3 月 27 日 17 时许，龚卫
民驾车赶往桃江县签约，半路遇到一
起车祸。一辆小车被迎面驶来的大
货车撞了个面目全非，车子冒出滚滚
浓烟，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龚卫民毫不犹豫将车停到路边，
飞奔到事故车副驾驶室旁，只见车内
一女子脸色惨白，身体蜷缩成一团，

已失去意识。他迅速打开车门，将其
抱到安全地带，又返回车旁。这时他
发现驾驶员下肢被车卡住无法动弹，
身躯被安全气囊抵在椅背，脑袋耷拉
在一边，嘴里吐出鲜血。龚卫民赶紧
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通知其家人。

为防止车辆爆炸，龚卫民从自己
车内取来灭火器，对准被撞毁车头的
冒烟部位一阵猛喷。而后，他又站在
事故车前临时充当交警，指挥来往车
辆让道通行。直到救援人员赶来，成
功营救出驾驶员后，他才离开。

几天后，龚卫民接到驾驶员家属
打来的致谢电话，告诉他驾驶员得救
了，但也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名
被救的女子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
这让他难过了很久：“要是当时我懂
得更多医疗知识，现场能为她做些急
救，没准她也能得救。”

2018 年 9 月 20 日 6 时 30 分许，
在资江风光带跑步的龚卫民，看到一
群人围在江边指指点点。他定睛一
看，一女子正在深水区拼命挣扎。来
不及脱掉衣物，龚卫民一个猛子扎进
江里，奋力游向落水者，使尽全身力
气，将她托出水面往岸边推。此时水
流湍急，龚卫民渐感力不从心，速度
越来越慢。万分危急之时，一名闻讯
赶来的游泳爱好者加入救援，与龚卫
民合力把落水女子拖上了岸。被救
女子对龚卫民千恩万谢，但龚卫民想
得更多的是：“怎样才能使救援更及
时、更有效？”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紧张阶
段，龚卫民联系益阳蓝天救援队，到
他公司所建楼盘消毒杀菌。了解到
这是一支纯公益救援队伍后，龚卫民
欣然加入。近几个月，每逢周六，龚
卫民便到队里接受医疗、水上救援、
山野搜救等专业训练，“行侠仗义”的
本领又增长了不少。

金中基

炎陵黄桃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上市之际，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
专门为其开了一场发布会，可见炎陵
黄桃的面子足够大。

早先十几天，省委书记杜家毫赴
壶瓶山考察湘佳牧业，为了“石门土鸡”
的发展壮大，他已是两次去大山深处
的企业，并感叹“六年不见，刮目相看”。

一只黄桃，一只土鸡，省委省政
府缘何如此看重？

7月22日，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代表聚首长沙，召开的这个发展
推进会似乎给出了答案。这是一次
凝聚共识的大会，更是一次广泛动员
的大会，把农业产业化的旗帜高扬起
来，重点发力“精细农业”，推动农业
大省向农业强省加快迈进。

再说炎陵黄桃。井冈山下的炎
陵，高山气候独特，出产的黄桃个大、
色艳、肉脆、味甜。炎陵黄桃有今日
盛名，有几个人不得不提。

一个是高级农艺师刘玉芳。鲜
为人知的是，炎陵原本不产黄桃。

1987年，炎陵县农技人员刘玉芳与同
事一起，将一种“锦绣黄桃”从上海引
种而来，用30年时间培育成了“摇钱
树”。

一个是“黄桃王子”邝卫华。他
是炎陵县平乐村普通农民，最先试种
黄桃，短短几年，带动600多户加盟种
桃大军。

还有一个是倒在扶贫路上的前
县委书记黄诗燕。他力主发展黄桃，
致力打造黄桃全产业链，2019年全县
近六成贫困人口因此稳定脱贫，今年
有望达到20亿元产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炎陵黄桃走俏，
电商是推波助澜的功臣。1个电商产
业园，引来天猫、京东等纷纷入驻。全
县拥有128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从事
电商上下游相关产业达3.5万人。过
去“肩挑手提商贩收”，而今线上线下同
步销售，把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
化“大市场”无缝对接。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种养信
息化、生产自动化和全产业链发展上
下大力气，“湘品出湘”“湘品出境”一
定会越来越多，走得更便捷顺达。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张
咪 见习记者 颜青 通讯员 罗颖）7
月 23 日，2020 年炎陵黄桃大会在原
产地——炎陵县中村瑶族乡举行。
当天，全国各地 5000 余名经销商及
游客慕名前来，在黄桃种植园摘黄
桃、品黄桃、购黄桃。

此次黄桃大会以“山里的宝贝——
‘炎陵黄桃，桃醉天下’”为主题，由炎陵
县委、县政府主办，旨在进一步发展壮
大炎陵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做大做强
做优炎陵黄桃品牌，努力实现炎陵黄桃
销量品质和消费升级，助力农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活动包括市县领导为炎陵
黄桃站台代言、直播带货，原产地直播
展示最为鲜“活”的田间地头黄桃丰收
场景，七仙女桃园摘桃cosplay（角色扮

演）秀，现场直播炎陵锦绣黄桃与其他
产地黄桃大PK等。

“去年我们公司采购了近2500公斤
黄桃。今年炎陵黄桃品质更好，我们打
算买更多。”前来采购的广东卓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裕杰介绍，预计订
购量是去年的3倍。

“今年黄桃比去年更甜，生意也
比去年好。”家住中村瑶族乡平乐村、
曾因母亲生病致贫的邓石茂，靠种黄
桃在 2017 年脱贫，如今已是炎陵县
丰盈有机黄桃种植合作社的带头人。

活动当天，湖南供销电商、广东
卓玛科技、湖南惠农科技、京东物流、
北京每日优鲜等采购商分别与相关
供货商签订购销协议，共签下黄桃订
单250万公斤。

湘经评 一只黄桃20亿

炎陵黄桃大会举行
签下订单250万公斤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一身侠气龚卫民

7月22日，石
门县南北镇潘坪
村雷家山特大型
山体滑坡虽已发
生半月有余，现场
依然满目疮痍。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龚卫民在为社区老人讲解“黄
手环行动”公益活动内容。 李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