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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四川多地出现严峻汛情，
其中乐山市因强降雨造成部分地区出
现不同程度的险情，急需增援。为此，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按照上级指令，
调派由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
勤保障支队、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常
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组成的抗洪抢险救
援队前往增援。

8 月 20 日晚，这支由 170 人和 28
辆救援车、10 艘舟艇组成的援川湘军
抵达乐山市，一场紧张的抗洪战役由
此打响。

紧急清淤，确保入学考试
正常进行

“百年一遇大洪水，千里驰援湘蜀
情。”8 月 25 日，当乐山实验中学新生
的入学考试顺利结束后，学校师生和
家长专门给湖南消防增援指战员送去
锦旗致谢。

8 月 20 日，乐山实验中学因此前
遭遇洪水，在洪水退去后校内留下了
大量淤泥，最深处达 10 厘米。然而，8
月 24 日学校将组织新生入学考试，
如不及时清理将严重影响考试进行。
得知这一消息后，刚刚抵达乐山的湖
南消防增援力量顾不得修整，连夜派
出机动分队的 2 台消防车、9 名指战
员，赶赴学校进行清淤作业。

由于高温炎热，操场上的淤泥已
经凝固无法扫动，消防指战员只能利
用消防车出水枪，边冲洗、边清扫。考
虑到时间紧，任务重，次日凌晨，湖南
消防增援力量再次增派一辆水罐车和
3 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加大作业力量。
经过 21 小时持续作战，8 月 21 日 19
时，消防指战员终于将校内淤泥清理
干净、教学设备彻底消杀，确保了学生
考试按时进行。

昼夜排涝，86小时后恢复
居民正常生活

8 月 21 日上午 9 时许，湖南消防
增援力量接到命令，出动 2 台车和 14
名指战员对受灾严重的万和凤凰城小
区地下车库进行排涝。

该小区地下室面积 4 万多平方
米，淹水深度 4米左右，里面的大型地
下超市、小区车库、地下发电机房、电
梯房、二次供水房、配电机房、弱电系
统等被全部淹没。

到达现场后，消防指战员迅速组
织人员放置 4台抽水泵，铺设 4条 250
毫米排水干线，将地下车库的污水抽
出排入城市下水系统。

地下室的水下情况不明，淤泥和
各种杂物堆积，稍不留意就会滑倒扭
伤脚，但为防止排水泵堵塞，消防指战
员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冒着恶臭，跳进
齐腰深的淤泥积水中清理垃圾。

至 8月 25日凌晨零时，经过 86小

时的持续作业，地下室积水基本排空，
共排水约 17.75 万吨，消杀 4 万平方
米，使居民恢复了正常生活。

据悉，湖南消防增援力量到达乐
山后，截至 8 月 26 日 17 时，共参加 64
起作业，出动117车次、697人次，共排
涝 67.49 万吨，清淤排障 4814.4 立方
米，防疫消杀 257372 平方米，转运物
资20.1吨。

“奇兵”出动，平路机清淤
显神威

8月23日，乐山市冠英养老院清淤

作业现场，来自湖南消防增援队伍的操
作员灵活地操作着一台重型机械，清理
洪水褪去后留在地面的厚厚淤泥。轰隆
作响的声音，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只见这台机械前端的大铲板推着
淤泥来来回回，养老院的地上就脱去
了沉重的淤泥“外壳”，路人再也不用
脚陷泥坑了。

据了解，这台重型机械是由湖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工程机械大队联合我
省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联合打造的平路
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在本次清
淤作业现场，淤泥堆积了厚厚一层，平
均约 10 厘米，需清理淤泥总量约 300
立方，而人工清淤使用的铁锹、小推车
等工具效率缓慢，费时费力，严重耽误
灾后重建时间。而使用平路机，只需一
人驾驶机械，两人在旁指挥、引导，3人
通力协作便可快速完成清淤工作。

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战训处处长
蒋爱兵告诉记者，此次湖南消防出动
重型机械专业力量增援灾区，是考虑
到前线清淤作业量大、时间紧，只有动
用重型机械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黄柳英

8月26日清晨，阳明山脚下。一场秋
雨后，57 岁的廖春艳戴上帽子、提着桶
子，到园子里捡果去了。

廖春艳所在的双牌县麻江镇廖家
村，是一个“网红村”，沿河3公里的果蔬
特色产业带，一路瓜果飘香。

“一天都不能停，你不去捡，果子就
烂在地里了。”百香果的架子只有一米
多高，廖春艳猫着身子钻进去。刚刚过
去的那场雨，又使果子落下不少。

2018 年，廖春艳种植百香果，是村
里最早种植百香果的人之一。20 多亩
地，从育苗到摘果，一年四季，几乎都是
她在打理。

人勤快，天也帮忙。2018 年首次挂
果便大丰收。“最多时，一天要捡 200 多
斤，还要请十几个人帮忙。”廖春艳说，
当年永州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正
好在村里举办，一天就卖了2.7万元。

果子长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廖春
艳指了指一旁的女村支书蒋素梅，“你
可以问问这个‘高手’。”

38 岁的蒋素梅，说话时笑眼弯弯，
性子干脆直爽。2008年开始担任村妇女
主任，见证了廖家村的“蜕变”。

廖家村林地多，耕田少，全村413户
1365 人中，曾有贫困户 107 户 385 人。
2014年，村集体经济负债4.5万元，是省
级贫困村。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在外务
工，要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妇女，便
成了重要劳力。

2015年，省林业厅帮扶工作队驻村
后，流转全村土地 7000 多亩，搭建村集
体经济。后来，村里以承包、租赁等方式
开放利用。

有了地，妇女能干什么？蒋素梅大
胆尝试，带领几户村民种百香果，并成
立专业合作社。没有技术，先去广西、怀
化等地学习，回来再手把手教大家。蒋
素梅到外地经常分不清方向，转得头
晕，传授起种植技术来，却拎得门清。

村里还请来永州市的技术专家为
大家现场教学。近年来，共培训妇女630
余人次，全村75%的妇女掌握了种植、养
殖等技能。村里 12 家种植养殖合作社，
有7家法人代表是妇女。

致富带头人蒋路种植葡萄10年，合
作社十几户人，90%以上是女性。“葡萄

园里大多是手工活，剪枝、修果，她们更
有耐心。”

一个个女能手干出了精彩“事业”。
2017 年整村脱贫出列后，“全省美丽乡
村示范点”“国家森林乡村”等一块块牌
子又“纷至沓来”，廖家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小康村。

46岁的廖海君之前在外做小生意，
看到村里的变化，去年决定留下来。

干点啥呢？廖海君从祁阳考察回来
后，种植了20多亩甘蔗和10多亩生姜，
再手工熬制成红糖，“全村只有我一个
人做，没人抢市场。”

记者问，“赚了多少？”
“亏了十几万。”廖海君一边泡红糖

水，一边苦笑道，去年发洪水，淹了一部
分，加之今年疫情不能寄快递，错过了
销售的黄金期。廖海君指了指楼上，现
在还有 500 多公斤存在家里，只能留着
慢慢卖。

“还继续种吗？”
“种！亏了就亏了，钱没了继续赚！”

这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回答得很是坚
决。廖海君对自家产品的品质很有信
心，她翻着手机朋友圈给记者看，有个
天津人买了100多公斤，评价说“这个红
糖泡水喝很纯，不会甜得发苦”。

记者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甘甜中带
着一丝丝姜味，甜而不腻，就像廖家村
人的日子，在味甘甜美中升腾。

湖南日报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谢万波 王义正

8 月 27 日清晨，道县梅花镇修义
村香芋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芋叶随风
舞动，空气中弥漫着嫩芋的清香。正在
基地里清理杂草的村民何富明说：“这
里原本是块荒芜地，杂草丛生。去年蒋
队长引来企业，种下芋头，每年能带动
20多户村民就业。”

村民口中的“蒋队长”，是永州市
委组织部驻道县修义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蒋军星。一年多来，蒋军
星带领帮扶工作队扎根修义村，推行
村庄管理企业化、产业“三变改革”、人
居环境整治等，将原来的穷山村变成
沃野千里、花果飘香的美丽乡村，全村
424名贫困户已全部脱贫摘帽。

在我省今年 4 月启动的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考察中，蒋军星获得好评。

建章立制，凝心聚力
2019年6月，蒋军星接过驻村扶贫

重担。那时候，他的小孩出生刚刚3个月。
来到修义村，蒋军星发现情况很

不乐观。修义村由原修宜村、大路边村
合并而成，但是合村没合心。村民之间
不融洽，村支两委班子凝聚力也不强，
工作效率较低，群众满意度不高。

学人力资源管理出身的蒋军星，
曾在企业工作过 3年。很快，他将企业
经营理念融入村务管理。建章立制，明
确村支两委各成员职责，将村务事项
以分解计划表的形式逐步推进。

同时，借鉴现代企业绩效考核体
系，实行村干部考核奖励制度，所有村
务事项完成情况都与绩效挂钩，奖惩
分明。比如，去年 10 月，5 名村干部因
未完成工作任务，全部扣除当月 30%
的绩效奖。今年 4月，修义村提前完成
拆除平整空心房工作，每名村干部获
得奖励600元。

为更好服务群众，蒋军星还在全
村设立 29个基层党建网格，由网格员
建立微信群。如今，村里的大小事务、
矛盾纠纷，借助网格化、信息化手段，
都能够及时传达、收集和处理。

“按时召开周例会、村务监督月例
会，在修义村是雷打不动的事情。”村支
书何燕德说，会上通报情况，会诊难题，
大家分工协作，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三变”改革，发展产业
如果把修义村比作一家企业，蒋

军星仿佛是一个 CEO，他总在不断地
分析思考，如何将修义村的经济社会
管理做大做强。

修义村地处宜山岭脚下，距离道
县县城 13 公里，是一个有着 600 多年
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共有 539 户
2363 人。然而，该村山多地少，产业零

零散散，耕地面积只有 1536 亩，人均
耕地仅六分多，且土地贫瘠，全村无
溪，是道县有名的干旱死角村和省级
贫困村。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92 户
424人，占全村人口近六分之一。

“修义村的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自然禀赋不足。”蒋军星说，找到“症
结”后，他理清发展思路，第一步通水，
第二步农业产业规模化。

为了寻找水源，蒋军星在烈日下
带领村干部爬上 600 米高的宜山岭。
先后找到的两处山泉水源，受水量和
流域管理限制，未能成功接入。后来他
调整思路，在后盾单位和水利部门的
支持下，成功接入廊洞水库的自来水。

与此同时，蒋军星大力实施“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改革。通过整合全村土地、山林
资源，规划蔬菜基地、中药材种植基
地、生态水果种植园、生态养殖基地、
烤烟种植基地、油茶种植基地等 6 个
产业地块，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目前，村里已开发建成年出栏
2000 头 生 猪 的 标 准 化 养 猪 场 、
120KW光伏发电项目、入股蔬菜基地
等 3个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同时，签订
土地入股药材基地、资金入股第二期
葡萄园项目等协议，进一步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2020年村集体收入预计可
达到35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户何来喜是产业发
展的受益者，如今靠着种植烟草、承包村
里的养猪场，一跃成为了村里的致富能
手，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贫困村庄，华丽“转身”
“这两年，村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民何龙平告诉记者，如今村里的
路都硬化了，路边还安装了路灯，村里建
起文化广场，晚上还可以去跳广场舞。

几年来，在蒋军星和村支两委的辛
勤努力下，共投资1200余万元用于改
善基础设施，新建 5公里环村公路，新
修的 2000 米水渠缓解了村民灌溉难
题，维修加固深井湖、二塘、小山屋水
库、藕塘四处山塘，全覆盖修建农田机
耕道，家家户户接入集中供应自来水。

“光有物质还不行，扶贫也要扶
志。”蒋军星告诉记者，改变村民的精
神面貌一直是工作队的重点。

为此，村里花大力气改扩建 500
平方米的村综合服务平台，新设便民
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标准化村卫生
室等，建好乡村党校教学点，将党建阵
地打造成联系服务群众的纽带。依托
古木参天的村中空地，投资 25万元建
起一座小游园，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开
展以法纪星、和睦星、勤俭星、卫生星、
致富星为主要内容的“星级文明户”创
建活动，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同时，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拆
除平整空心房1.5万平方米、清除旱厕
182 座，并全面复绿复垦，家家户户安
装水冲式厕所，村内消防池、排水沟全
面修缮清理。在村道旁栽种大苗红叶
石楠 378 棵、红叶刺木 110 棵，整村安
装亮化路灯200盏，全村旧貌换新颜。
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如今成了远
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考察调研手记
4 月至 6 月，按照省委决定，省委

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贫攻坚一
线开展专项考察调研，了解掌握脱贫
攻坚一线干部表现，发现识别优秀干
部，为基层干部加油鼓劲。

考察调研组在修义村走访调查期
间，当地干部群众对蒋军星纷纷点赞。
他儿子未满百天，便主动挑起驻村扶
贫重任;顶着烈日爬上600米高的宜山
岭勘寻水源，为修义村引来源头活水;
一个月拆除平整空心房 1.5万平方米;
推行“三变”改革，帮助修义村解决用
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能实干、有实绩!”考察组组长彭
晛丹说，蒋军星抓产业有思路、村容村
貌治理有方法，深入群众中去，踏踏实
实办好惠民实事，树立了良好的党员
干部形象。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李成辉
湖南日报记者 张佳伟 李健

8月，是收获的季节。梧桐村也不例
外，村民们忙着在石头缝里挖药材。

梧桐村位于邵东市斫 乡中部一
个海拔 600 多米的牛形山腰上，山高坡
陡，以前村里缺水、电、路、田，是个闭塞
的穷山窝。

8 月 24 日，记者驱车进村，看到最
多的是石头，不仅山上是，就连平整的
田地里也是。村党支部书记陈声和告诉
记者：“这里的土地寸土寸金，我们在夹
缝中种药材。”

8月 25日清晨 5时多，梧桐村 59岁
脱贫户王习甫背上箩筐，扛起锄头，直
奔后山，“趁天气凉快，挖点芍药到廉桥
药材市场去卖。”

青石上开凿出来的山路，崎岖陡峭。
半个小时后，王习甫来到一块约5平方米
的芍药地，四周被石块围起，防止泥土流
失。“就这一小块地，卖个500元没问题，
村里大多都是这样的地。”他说。

忙活完，王习甫坐在石头上歇口
气。记者问：“辛苦吗？”“我现在种了 11
亩多药材，今年保底收入3万元。相比以
前，这点苦算什么！”他指着上面的田地
说，“种那 5 亩多地才叫苦，以前上面一
锅糊（邵阳方言，意指很乱、很糟糕）。”

2008年，下海经商的陈声和在村民
和乡政府的劝说下，回到梧桐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由于村里有种植中药材的
传统，离“南国药都”廉桥药材市场很
近，陈声和决定扭转中药材种植“小打
小闹”的局面。

没有足够的土地，“野鸡坪的老百
姓能凿山拓土，我们为什么不行？”陈声
和动员村民垦荒。他们凿石路、除野草、
垒起石块圈土地，将村里有泥土的地方
翻了个底朝天。

通往山上的田地，以前没有路，石
头横亘。王习甫和村民用铁锤和铁锥，
硬是凿出一条石路来。2公里山路，花了
3 个月时间，打坏了 3 个铁锤把，走烂了
10 多双鞋子。山上田地荆棘丛生，因石
头多，不适合电动割草机，他们只能用
镰刀割，荆棘锋利的刺扎在腿上、胳膊
上，扎出一个个血点。2 年时间，村里可
利用的土地从原先的几百亩开拓至
1200多亩。

村里通了水、路、电，成立本草堂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形式，发展芍药、牡丹、百合等
药材种植基地，吸纳所有贫困户，为他
们免费提供种子和技术，每亩地还补贴
600元，收成后药材归农户，合作社保底
收购。

王习甫种了 5 亩多的百合、芍药等
药材，第二年便收入1万多元。村民们纷
纷加入合作社，以前的杂草被牡丹、百
合、芍药、玄参等取代，药材基地扩大至
1000 亩。每年 4 月，300 多亩芍药争奇
斗艳，煞是好看。

2017 年 4月，梧桐村举办第一届芍
药花节，数万名游客纷至沓来。王习甫
将自家的中药材，摆到路边销售。一些
客商直接到他家里订购，他“恨”自己的
货准备得太少，只换得 6000 多元收入。
今年 4 月的芍药花节，王习甫准备了充
足的货，收益1.5万多元。

如今，王习甫家的土坯房换成了
“小别墅”，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等一
应俱全。“明年芍药丰产，大概能有 5 万
元收成，生活甜蜜蜜！”王习甫说。

25 日下午，记者在村里走访时，遇
到正在等公交车的王习甫。他背着上午
挖的芍药，准备到廉桥销售。登上公交
车，王习甫从窗口朝记者挥了手，新潮
地说了一句“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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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一群女能手，撑起“半边天”

■记者手记

追梦路上
巾帼不让须眉

刘燕娟

80 后的蒋素梅，党员，想干、会干。
她担任村干部多年，带头承包村里的流
转土地种植百香果，给妇女提供务工岗
位，传授种植技术，带领全村在奔小康
的路上不断前行。

70后的廖海君，敢干、能干。她在南
县卖过服装，在广西做过木材加工生
意，在外打拼多年积累的坚毅果敢，敢
于尝试别人没有走过的路，面对困难和
失败，也信心坚定，毫不退却。

60 后的廖春艳，勤劳、朴实。果园
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三代人的生活
起居收拾得熨熨贴贴，是名副其实的

“贤内助”。
这3个年龄段的妇女是留守廖家村

的主力军。她们参与产业发展、建设美
好家园，用勤劳和智慧撑起了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的“半边天”。她们已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技术，
会管理，还有经济头脑，已成为乡村发
展的“弄潮儿”。

巾帼不让须眉。流世千年的永州
女书，传递了昔日永州女性自强不息、
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而今，奋战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的永州妇女，
她们积极参与村里的经济社会建设，
积极参与村务管理，不正是女书中所
传递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么？

石头缝隙里，开辟新天地

■记者手记

为“梧桐精神”点赞
李成辉 张佳伟

对于梧桐村，不少人可能会感到陌
生。但距梧桐村不远的野鸡坪村，或许比
较熟悉。

邵东市斫 乡野鸡坪村那段“开山
造田”的历史，已被时空烫印成邵东人的

“精神名片”，勉励后辈攻坚克难。包括陈
声和、王习甫在内的梧桐村人，深受影
响。没田垦荒、没水通水、没路通路，10
余年时间，梧桐村也在石头缝里开辟出
了新天地。

在梧桐村采访的2天时间里，记者跑
了众多“石头窝”，也采访了不少贫困户。
他们身上，尽显顽强与不屈，就像那顽石
缝里长出的药材，坚韧挺拔。石头垒出的
梯田、手工开凿的石块路……记者为之
震撼，由衷地为这种“梧桐精神”点赞。

2017年底，梧桐村摘掉了“穷帽子”，
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8000多元。陈声和
笃定，明年，村民都能成为万元户。

梧桐村的村名，和村里那棵170多年
的老梧桐树有关。这棵树曾经差点枯死，现
在依旧傲然挺立。梧桐村村民的日子，也和
这棵梧桐树一样枝繁叶茂节节高。

8月26日，双牌县麻江镇廖家村，村
支书蒋素梅（左一）为村里的妇女培训百
香果种植技能。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8月24日，邵东市斫 乡梧桐村，村民在分拣加工新鲜百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洪水中的“火焰蓝”
——湖南消防增援四川乐山抗洪抢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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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1版）特别是在省水利厅的
支持下，提前半个月将涔天河汛限水
位从 306.5米调整到 310.5米，增加涔
天河水库蓄水7000万立方米。

7 月下旬开始，旱情蔓延，该市及
时调度涔天河水库为下游河道补水，
并确保 7 月该市潇水、湘江干流在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排
名全国第十、全省第一。

面对严峻旱情，永州市牢固树立
“防大旱、抗长旱”思想，全力确保人民群
众饮水安全，最大限度保障农业生产灌

溉用水需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多
次调度调研防旱抗旱工作，全市7.31万
多名干部群众奋战在抗旱一线，全力防
御“夏秋连旱”。同时积极开展人工增雨，
7月以来，开展人工增雨作业89次，延缓
了旱情的蔓延趋势。编制《县区抗旱应急
供水解决方案》，坚持“一县一策、一水库
一策、一水厂一策”，各大中型水库、灌区
及其管理单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合理调水、科学管水。

永州市坚持部门联动，多举并行，
提升抗旱减灾效能。水利部门充分发

挥行业优势，指导帮助受旱群众打井、
抽水、疏浚渠道，全力支持群众生产自
救。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一线进行抗旱技术指导，及时指
导受灾地区改制改种。气象、水文、应
急等部门及时收集旱情信息，分析旱
情发展趋势，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据统
计，截至目前，全市共清理疏浚沟渠
1286 公里，浇灌农田面积 29.22 千公
顷 ，全 市 农 村 供 水 水 质 合 格 率 达
92.8%，高于全省 7 个百分点，暂无人
畜饮水困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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