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搭“绳桥”
转移群众
7月13日， 宁远县

清水桥镇清水桥村，消
防员搭设“绳桥”转移被
困群众。 连日暴雨造成
当地道路受损严重，
1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
困。 该县消防救援大队
接警后立即前往现场，
搭设“绳桥”将被困群众
逐一转移至安全地段。
杨艳朋 朱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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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郑旋 实习生 林晨

我是一袋普通生活垃圾， 来自长
沙市岳麓区八方小区二期一户居民家
里。 我的主人名叫何慧琴。7月10日，
晚饭过后，她如往常忙活着收拾碗筷，
然后把残羹剩饭倒进装我的袋子里。

在此之前， 我所在的绿色湿垃圾
桶已收集菜叶、蒜皮和鸡蛋壳。抖落干
净后，主人又把废纸巾、烟头等扔进我
旁边的干垃圾桶。 加上打包好的一袋
快递盒子、塑料瓶，收拾完毕，主人拎
着我和两个兄弟，出门散步。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旅
行”……

第一站：小区垃圾桶
我的分类有讲究

下楼右转，步行不到几米，主人将
我和干垃圾兄弟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
桶。而装着快递盒子、塑料瓶的兄弟，主
人要继续走2分钟，将其扔到小区西门
的蓝色可回收垃圾箱内。

走出家门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
味。在一个近240升的湿垃圾桶里，虽
然认识了许多新朋友，它们叽叽喳喳，
气氛还算活跃，但随着新成员越来越
多，我和一些菜汤兄弟挤在一起，身上
散发出一股馊味。

天色渐渐暗下来，小区物业工作
人员见垃圾桶满了，于是将我和小伙
伴拖运到小区西门集中收集点。听说，
这样的收集点小区有2处， 专门为湿
垃圾而设。

与此同时， 和我命运相仿的干垃
圾兄弟，则被运送到小区东门的一个小
型垃圾站。

在静静等待中，时间一晃到了第二
天下午。15时左右， 一辆小型自装卸式
垃圾车出现在我面前，下车的是来自岳
麓区环卫局的收运员谭志刚。

谭师傅将我所在的垃圾桶放在环
卫车的特殊装置上，扣上保险链，垃圾
桶沿着升降轨道缓慢上行，然后倾斜
翻倒、复位下移。一瞬间，我和小伙伴
进入到完全密闭的车厢中。

尽管眼前一片漆黑，但我隐约听
到谭师傅说还要到钰龙天下小区去。
一路颠簸，新伙伴不断加入，最终，车
在金星路与佑母塘路交会附近停了下
来，此时我才发现，我和干垃圾兄弟竟
然又碰面了。

第二站：垃圾中转站
我有专车来接送

今年，长沙环卫部门结合“三改”
工作，按照垃圾分类运输处置要求，大
力对城区一批垃圾中转站、 环卫运输
车和公共站厕进行改造升级。

原来，我从小区离开后，来到了岳
麓区改造升级的垃圾中转站之一。在
这里，干、湿两个垃圾收集站分隔，每
天各“吃”12吨、10吨垃圾。我只好和
干垃圾兄弟打声招呼，就此别过。

旅行的颠簸让人疲惫， 我和八方
小区、 钰龙天下小区的其他小伙伴进
入湿垃圾收集站歇脚后， 很快开始犯
起迷糊。一觉醒来，时间已是7月12日
清晨。 岳麓区环卫局派出一辆大型环
卫收运车来接我们， 说是要将我们清
运至位于开福区洪山桥的长沙市第一
垃圾中转处理场。

剩饭剩菜、瓜皮果核、蛋壳菜叶……
在湿垃圾收集站内， 由于大家基本都
是同类， 工作人员便借助机器手柄把
我们压扁，以此节省空间。后来，我们
又经过自动除臭喷淋，这才再次上路。

一路向东， 抵达长沙市第一垃圾
中转处理场后， 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指
挥下，我们的“专车”首先过磅计量，而
后进入湿垃圾处理仓。 被一股脑倾倒
出来后， 我看到一排圆柱形设备，脱
水、压缩、除臭……再后来，我和小伙
伴们变成了残渣。

变身过程中，我们产生不少工艺污
水，在长沙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进行无污
染处理后达标排放。当我以为生命即将
告终时，没想到，“旅行”仍要继续。

第三站：清洁焚烧发电厂
我的价值不一般

据说，长沙每天要产生7000余吨
生活垃圾， 从全市各个垃圾站运送至
中转处理场。 面对与日俱增的生活垃
圾产生量， 中转处理场不得不将我们
压缩之后再转运处理。

与之前不同，这一次，我被推入一
个超大容量封闭式集装箱车，身边的小
伙伴已完全陌生。集装箱车依托着一辆
大型转运车，在确认无撒漏情况后，
从中转场驶出，径直朝着35公里外
的清洁焚烧发电厂前进。

长沙生活垃圾清洁焚烧发电
厂位于望城区桥驿镇， 一期项目

已运行一年多， 累计焚烧垃圾近100
万吨，日发电量200多万千瓦时。怀揣
着对未来的期望与不安， 我离清洁焚
烧发电厂越来越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填埋
场，从远处看，铺上黑色防渗膜的“大
山”十分壮观。但我并没有被倾倒在这
里，原来，长沙目前超过8成生活垃圾
要进行清洁焚烧处理。

进入清洁焚烧发电厂，2号仓，指定
卸料区。转运车司机将车辆尾部对准卸
料口， 通过操作驾驶室内的按钮与拨
杆，液压装置把我推出来，我纵身一跃
进入一个5万余立方米的垃圾储坑。

经过漫长的几天等待，7月15日上
午，一个巨大的抓斗将我缓缓从垃圾储坑
里抓起，最终，我被投入到一个千余摄氏
度高温的焚烧炉顶端， 燃烧转化为电力，
回到千家万户，一趟“旅行”就此结束。

■记者手记
郑旋

7月1日，上海进入垃圾分类“强制
时代”。作为全国46个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的重点城市之一， 长沙也正如火如
荼推进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然而， 垃圾分类的效果不尽如人
意，关键不仅是解决怎么丢垃圾，还在
于全流程。“前端垃圾分类， 末端一勺
乱烩。”如果是这样，谁也不愿意费时
费力多此一举。

为此，记者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全程
跟踪城市生活垃圾的一次“旅行”，就是
为了弄清楚垃圾分类之后去向何方、如
何转运、如何处理。采访发现，长沙从前
端分类、中端运输、末端处理，环环相扣，
基本建立起生活垃圾处理全链条。

在中转环节， 长沙重点解决垃圾
“混装混运”矛盾，针对干、湿垃圾及有
害垃圾， 增加全新的分类运输专用车
辆。

当然， 由于一些小区尚未纳入示
范试点范围，也仍存在垃圾混合收纳、
混合运输的现象。但到今年10月底，长
沙将实现全市633个社区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全覆盖， 这必将改变社会环境
和每一个人的生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方晖

今年夏天，一场200年一遇的
洪水向湘潭袭来。7月10日14时37
分，湘江湘潭段出现洪峰，洪峰流
量达每秒26300立方米，超过历史
最大流量每秒20800立方米。洪峰
水位为41.42米， 仅次于历史最高
水位41.95米。

洪峰中， 湘潭市水文局干部
职工迎难而上， 加大流量监测频
次，一支“吃得苦、霸得蛮”的队伍
在防汛一线昼夜忙碌。队伍里，有
两名“奶爸”的故事让人动容。

“给我几分钟，安顿
好老婆孩子就来”

7月8日晚， 湘江湘潭站水位
不断上涨， 湘潭市水文局应急监
测队队员带着收集来的中小河流
水位流量数据刚回到单位， 就接
到了支援请求： 湘江湘潭段水位
涨幅很快，站里人手不够，请求局
里马上支援!
� � � �“我去!”接到请求后，湘潭市
水文局团委书记、 水文监测业务

骨干胡振超火速回应。而此时，他
的家中，还有正在坐月子的妻子、
上幼儿园的儿子、 刚刚出生20天
的女儿。

“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我安顿
一下老婆孩子。 我老婆还在坐月
子，怕她担心。”这名身高1.80米的
汉子跟领导请示。

做好妻子的思想工作后，仅
10分钟， 胡振超便从家里赶了过
来， 骄傲地对大家说：“我老婆告
诉我， 什么都不用担心， 安心工
作，注意安全。”

他腼腆地笑着，说完，便奔湘
江边开始忙碌起来。

“这是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能不能对着屏幕帮我说一

句生日快乐？”7月10日，湘潭水文
站一名刚测完流量的小伙子拿出
手机，害羞地问同事。

原来，这天不仅是他妻子30岁
生日，还是他宝宝满月的日子。抗洪
期间，他不能陪在妻儿身旁，希望同
事们一同说一句“生日快乐”，将这
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送给家人。

这个年轻小伙子名叫刘思

维，不仅是一名“新晋奶爸”，同时
还是湘潭水文站2018年的新进职
工，接触水文工作不到一年。

因为加入水文系统不久，刘思
维的家人刚开始并不太理解他的
工作。“再忙再累回家吃个饭总有时
间吧？ 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吗？”电话里，妻子显得有些委屈。

“我们搞水文的就是给防汛探
路的， 只有把路探好了， 群众安全
了， 我才能安心回去陪你和孩子
呀!”初为人父的他，耐心向妻子解
释。随后，便一头扎进工作里，划着
船驶向了码头。

待工作忙完，已是深夜。刘思
维从船上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给
妻子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向她致
以生日的祝福。

“生日快乐!”得知今天是他的
妻子生日、孩子满月，在刘思维的
安排下， 湘潭水文站的工作人员
异口同声送上祝福。

听着大家有些疲惫的声音，看
着屏幕上一张张劳累的脸， 电话那
头的妻子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不停
地说着谢谢。“这是一份最珍贵的生
日礼物。”刘思维的妻子说。

防汛一线，两名“奶爸”的坚守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贺勋 吴辉兵）截
至今天下午4时，在粤的4个攸县商
会为攸县抗洪救灾，已筹集善款56
万元。目前，该县在外经商、务工人
员积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爱心，已
收到各界捐款200余万元。

据介绍，自7月6日以来，持续
的暴雨洪流导致攸县10万余群众
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11479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16301公顷。灾情发
生后，攸县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
上下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一边防
汛抢险，一边救灾复建。至目前，
县城清淤基本完成； 值守人员全
天盯守，扎实做好卫生防疫、隐患
排查等工作， 防止重大疫情和安
全事故发生； 孤寡老人、 留守儿
童、 五保户等特殊群体及时得到
妥善安置。 莲塘坳镇沿龙村种粮

大户廖福成的2000亩水稻、300
亩瓜蒌田全被淹没，洪水退后，他
不等不靠，整合水稻田、瓜蒌田，
计划在半个月内全部种上水稻。

与此同时，爱心从四面八方
涌来。“10日发出倡议后，不只是
商会成员，连周边的邻居、朋友
也纷纷捐款。” 广东省攸县商会
会长张泽武介绍，该商会已捐款
13.3万余元。攸县慈善办主任刘
亚珍介绍， 全县上下众志成城，
纷纷表示尽心尽力，将家乡建设
得更美好。

攸县共克时艰建家园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朱毅

“趁着雨不大，赶紧检查水库
堤坝，让水再多排掉一点，将水位
控制在安全线以下。”7月15日清
晨，会同县林城镇岩壁村笼罩在蒙
蒙细雨中，村党支部书记李石玉走
在燕子冲水库堤坝上，边走边对跟
在后头的丈夫龙康德说。

来到水库边，李石玉把水库堤
坝细细检查了一遍，龙康德帮忙用
柴刀把水边的茅草砍倒。李石玉抄
起锄头，将砍倒的茅草和其他杂物

拢起来， 用手一捆一捆抱往高处，
避免堵塞排水涵洞。

“这两天，李支书围着水库、
山塘和地质灾害点打转转， 我们叫
她‘拼命三娘’。”村委会主任龙兴隆
介绍，前几天下暴雨，李石玉一直在
燕子冲水库排水涵洞旁守候， 直到
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才回家。

岩壁村有2座水库、5口山塘，
只要出现强降雨，这些水库、山塘
就成了李石玉关注的重点。燕子冲
水库库容11.5万立方米， 灌溉200
多亩农田， 水库堤坝下还居住着
180多名群众， 李石玉说：“每天不

去巡查几次，晚上都睡不着。”
“前段时间雨比较大，每天晚

上她还要来查看水库， 天黑路滑
我不放心，只好陪着她来。”龙康
德对记者说。

看了一阵排水涵洞的流水，
李石玉摘下眼镜， 用手擦了一把
眼里涌出的泪花。她对记者说，因
为忙于防汛，儿子今年高考，都没
时间陪他。

细雨打在李石玉的脸上，顺
着脸颊流下来。“现在最担心的，
还是泄水的问题。 不能因为雨小
了，思想就松懈了。这段时间要继
续加强巡查，随时掌控水库情况，
心里有底了就不怕。”李石玉戴上
眼镜，表情坚定地说。

“我们叫她‘拼命三娘’”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陈文美） 从洗菜到做
菜到洗碗， 所有流程透过透明玻璃可
见；从扫帚到抹布，店内用具都有编号
及明细分工。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雨花

区获悉， 该区今年计划完成600家小
餐饮“透明厨房”提质建设，目前已完
成227家， 剩余373家将在9月底之前
全部投入使用。

雨花区小餐饮“透明厨房”提质改

造以校园周边、景区、医院、车站、市民
广场、 农贸市场等人群密集地为重点
区域，以粉（面）店、中式快餐为重点对
象，全面改造其加工场所和基础条件。
改造后的“透明厨房”要设施齐全，能
公开后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餐厅环
境要洁净、无杂物，物品使用不同颜色
区分管理等。 部分餐饮服务单位还装
上智慧监管“眼睛”，实行摄像头现场
监督、特定APP远程监控。

雨花区将建600家小餐饮“透明厨房”
目前已完成227家

一袋生活垃圾的“旅行”
———长沙市生活垃圾追踪记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郑
旋 通讯员 何丹 ）“以后， 家门口停
车的压力应该会小很多！”站在即将
完工的后湖立体停车场面前， 长沙
市岳麓区后湖新村居民李建明满怀
期待地说。

记者今天在后湖路与清水路交

叉口看到，3栋五层楼的立体停车库主
体已经建成， 北侧和东侧均为后湖新
村安置小区。据了解，该立体停车场投
资1800万元， 占地面积9510平方米，
分立体停车库和地面停车位两个部
分，共457个车位，其中有生态停车位
176个。为方便新能源汽车，停车场安

装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同时，配备智
慧停车系统， 市民只需将车辆开到停
车设备内，进行刷卡，系统会自动做出
反应，通过上下、左右移动将车停在指
定位置。

记者了解到，今年，岳麓区规划建
设停车场16个， 增加停车泊位5307
个，截至目前，已建成12个停车场，新
增3826个停车位。包括后湖立体停车
场在内，该区还有4个停车场正推进建
设，预计10月底前全部建成。

后湖缓解“停车难”
岳麓区今年已新增3826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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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1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曾佰龙 陈娟

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 是这
轮强降雨中湘潭第一个受灾的地
区。当洪水袭来，一支坚强的队伍挺
身而出，奋力保护居民生命安全。

7月8日， 转移被困居民战斗
在打响。上午，湘江水猛涨，水位
很快涨到38米，窑湾街道老窑湾和
杨梅洲的居民家中开始进水。窑湾
街道唐兴寺社区党总支书记粟娜
接到命令———紧急组织群众转移。
粟娜召集社区党员， 她对大家说：
“我们每人配发一个喇叭， 挨家挨
户去动员，天黑前通知到位，一定
要确保全部转移， 一个不能少！”7
月9日凌晨2时，社区党员和工作人
员将144户居民全部通知到位，当
晚大部分居民开始转移。

9日下午3时， 湘江水位接近
40米。大家与洪水“赛跑”，抓紧转
移居民。 突然一阵局促的喊声传
来：“你们看见彭建成吗？ 就是那
个五保户！”原来，社区一个工作
员去彭建成家，没见到人，以为他
早就撤出来了， 但后来又听邻居
说，彭建成最近摔断了胳膊，卧床
不起。粟娜马上带着几名党员，坐
上蓝天救援队的冲锋舟， 直奔彭
建成家。呼喊了好一阵，才听到里
面有人轻轻“嗯”了几声。大家推
开门， 发现彭建成手臂上缠着纱
布，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几名党员
立即找来担架，将他抬上冲锋舟，
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粟娜不知疲倦地在居民家、
洪水里、安置点穿梭，劝说居民转
移。“已记不清在洪水中往返了多
少趟，虽然感觉很累，但群众安全

了，心里很欣慰。”粟娜对记者说。
9日晚10时，湘江水位还在上

涨，洪峰即将过境湘潭。双眼熬得
通红的粟娜和社区工作人员再次
清点人数， 发现还有4户没有转
移。这些居民心存侥幸不愿走。粟
娜带着几名党员在蓝天救援队志
愿者协助下， 开着4艘冲锋舟，朝
居民家开去。居民不肯走，粟娜等
人就守在居民家门口。 做了一个
多小时的工作，4户居民终于被打
动了。“我相信社区的党员干部，
我跟你们走！”一位居民带头上了
冲锋舟。

深夜， 一位社区工作人员给
粟娜打来电话， 说80岁的许菊珍
老人舍不得家里的几只鸡， 怎么
也不肯走。 粟娜又带着几名党员
坐上冲锋舟， 冒着被电线绊住的
危险，来到许菊珍家，好说歹说，
终于将老人转移上岸。

10日凌晨2时，144户居民一
个不少全部转移到了安置点。在
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身材瘦弱的
粟娜趴在桌上睡着了。

“一个不能少”
———雨湖区窑湾街道144户居民转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