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文平
罗丽）今日上午，澧县金罗镇界溪河村600多亩稻田得到
灌溉，已干涸开裂的稻田终于“解渴”。该区域属于山门水
库灌区，经澧县防指科学调度后，旱情得到缓和。

受高温热浪影响，澧县大部分溪河断流，山塘干涸见
底，水库水位急剧下降。截至目前，该县27.07万亩农作物
受旱，其中2.1万亩农作物绝收，2200余人饮水困难。

灾情发生后，澧县党政主要领导深入一线指导群众抗
灾自救。澧县防指多次召开调度会。目前，澧阳平原灌区、
洈水灌区、山门水库灌区3大灌区灌溉正常有序，52万亩农
田得到有效灌溉。澧县防指还及时开启闸门，引入澧水流
量补充水源，为沿线20万亩农田提供了水源。

澧县财政局紧急调度60万元资金， 用于支付湖北省
洈水水库水费。县民政局、农业局成立抗灾工作组，深入基
层勘灾救灾。县水利局成立饮水安全、灌区调度、山区抗旱
3个工作组，全力投入抗旱救灾。目前，全县每天出动干部
1300人次、抗旱劳力6.76万人次，启动抗旱机埠463处1万
多千瓦，出动各种抗旱机具1万多件，努力减轻旱灾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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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声田 宁奎 向韬

连日来，张家界进入“烧烤”模式，22
日最高温冲破40摄氏度， 其中慈利县达
40.5摄氏度，为全省最高温。此后几天，连
续突破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
周仍无有效降雨，旱情继续发展。

截至7月26日， 张家界旱灾共造成4
个县(市、区)3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旱，农
作物受旱面积8.79万亩， 因旱造成全市
0.91万人、0.13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战天斗地迎“大烤”，不屈不挠斗“旱
魔”，张家界广大干群正奋战在抗旱救灾第
一线，竭尽全力打赢这场抗旱救灾攻坚战。

拧成“一股绳”

“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
最扎实的作风打赢这场硬仗。”7月25日，
在张家界抗旱救灾会上， 市委书记虢正
贵发出“动员令”，要求压实责任，加强用
水调度管理，确保群众和游客饮水安全。

26日， 市长王志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
议部署抗旱工作，加快推进安全饮水、水
毁工程修复等水利项目建设， 增强抗旱
能力。

如今，张家界各级各部门拧成了“一
股绳”，齐心迎“大烤”。

气象部门全力监测分析， 并做好适
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准备； 水文部
门加强河道站、水库站水位校核测量，做
好预警工作； 农业部门下发农作物抗旱
救灾技术意见，组织3个抗旱救灾组到受
旱地区查灾、核灾、指导救灾；民政部门
深入受旱区域了解统计旱情， 组织取水
缓解高温旱情……

早在旱情发生之前， 张家界市防指
就要求做好抗旱队伍和物资准备，水库、
骨干山塘等工程提前蓄水， 做好抗旱应
急预案。同时，对水毁工程迅速恢复，小
塘坝、小水窖等“五小”水利工程全面修
复。张家界市防指副指挥长、市水利局局
长覃遵江介绍：“提前蓄水1.92亿立方米，
及早应对旱情。”

挥汗“送甘霖”

灾情就是命令。第一时间，张家界水
利部门派出4个工作组， 分赴基层一线督
促抗旱服务队全力投入抗旱救灾。哪里有
干旱， 哪里就有水利服务队挥汗的身影。
天坑找水、工程配套、设施维修、技术指
导，尽最大努力保证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7月17日开始，武陵源区索溪镇双星
村自发向双文村引水送水，每天保障200
吨以上的水。当天，因紧急抽水灌溉，该
区青龙垭村和三家峪村200余亩农田喜
获甘霖。

“水来了，350亩的罗汉果有救了。”
在慈利县东岳观镇江西村的基地里，果
树树叶已泛黄，看着哗哗的流水，基地负
责人长舒一口气。 在抗旱服务队的帮助
下，他又有了丰收的希望。

7月18日，在永定区枫香岗办事处宋
家岗社区， 村民与抗旱服务队合力接通
水泵，将溪水抽入8米高的水槽，流到500
多亩稻田、玉米、菜地里。

坚守“战旱魔”

阳光炙烤大地，高温考验意志。面对
40摄氏度的“旱魔”，张家界电力、交警、
公路、旅游等部门人员坚守岗位，辛苦劳
作，挥汗如雨，为广大群众和游客提供最
优质的服务。

7月20日，桑植县八大公山镇栗树垉
村输电导线发生故障，导致全村停电，水
泵无法抽水。年近6旬的电工周美清翻山
越岭，与10多名电工连续多日奋战，不断
打眼、竖杆、接拉栓、放导线，直到23日晚
上7点线路架通，水泵又响了起来。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张家界检修分
公司负责人介绍，仅21日当天，永定城区
配网线路抢修班组就抢修125次，用自己
的汗水换来了市民的夏日清凉。

当前，正值张家界旅游旺季。广大交
警冒着烈日指挥交通， 环卫工人冒着酷
暑保证城市、景区干净整洁，各大景区纷
纷免费提供饮用水、 绿豆汤， 设立休息
室，赢得游客点赞。

战天斗地迎“大烤”
———张家界广大干群奋力抗旱救灾记

� � � �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中午12时，长
沙市城区烈日当空，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长沙市安监
站组织对20多个在建楼盘进行了巡查。长沙市住建委要求
各建筑工地合理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免高温时段室外作
业，中午11时至15时不得在阳光直射下施工，气温高于37
摄氏度天气，要立即停止露天施工作业。

长沙市住建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市建筑施工单位
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预防安全事故和高温中暑等事
件发生。 市住建委要求所有在建工地做好现场安全防护，
严禁私自拆除防护设施，禁止穿拖鞋、裙子或光背的人进
工地，防止中暑引起高空坠落；高温季节施工，施工人员身
体裸露部位较多，身体易出汗，极易造成触电事故，各施工
现场要严格执行用电规范，严禁私拉乱接电线，加强电器
使用管理和消防设施设备的配备。

据介绍，市住建委将不定期对施工项目高温季节建筑
施工作业人员劳动保护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对不落实有关
文件精神要求的建设工程项目部及施工企业将作出严肃
处理。市安监站将加强对高温期间建筑施工作业场所的监
督检查，特别是建筑工地露天作业、高处作业场所的监督
抽查，重点检查现场安全防护、临时用电、消防安全，对防
暑降温措施不落实的，要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烈日炙烤，岳阳中心城区的气温直逼
40摄氏度。随着气温飙升，岳阳电网负荷
屡创新高，电力工人的电力设备消缺和线
路抢修任务也繁重起来。

7月25日凌晨5时，国网岳阳供电公司
“电骆驼” 突击队———配电运检室带电作
业班班长李友能和同伴们就前往10KV奇
枫线62号铁塔，开展带电作业。在头天晚
上， 他们通过红外线检测仪监测发现，设
备存在缺陷，须尽快消除。

两个小时后，李友能和同伴顺利完成
柱上开关更换，又立即赶往奇枫线48号铁
塔。此时，太阳高悬，他们已是一身汗水。

“这次作业主要是两条线路间的负荷
调整，把奇经线过高的负荷调整一部分到
奇枫线上。”李友能告诉记者，通过系统监
测， 发现奇经线的负荷已升至8000KV，
若不及时把负荷卸下一部分，很可能造成
该线路崩盘而出现大面积停电。

约一小时后，李友能和同事们完成作
业，工作服早被汗水浸透。收拾完工具，他
们又赶往岳阳经开区的另一处现场。

凌空“电骆驼”
带电打恶仗

气温高于37摄氏度停止露天施工
长沙严查建筑工地高温作业

澧县吹响抗旱救灾“集结号”

7月27日上午，洪江市沙湾乡，洪江市供电公司深渡供电所施工人员冒着酷暑，实施新旧变压器、变台线路更换作业。当前高温，
居民生产生活用电负荷持续增高，该所组织人员对辖区4个乡镇电力设施进行巡查，确保高温下居民用电安全。

杨锡建 胡浩 摄影报道

高温保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