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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娜妮 刘再丽 刘文峰 王斯宇

一泓清水，来之不易。

涟源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衡
邵干旱走廊，水资源分布南北不均，相
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
施薄弱，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没有保
障。一滴水，困住了许多群众脱贫致
富的美好愿景。

近年来，涟源紧紧围绕“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两手发力，系统治理”的
治水方针，以农村饮水安全为重点，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精准扶贫工作
目标，全力破解贫困地区水利发展瓶
颈，补齐水利基础短板，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

供水用心，喝水放心，全市14.4万
贫困人口喝上了干净水、幸福水。

高位推动，为贫困地区
引来“源头活水”

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的重要内容，是水利扶贫的硬指
标、硬任务，决不能有丝毫含糊。

涟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利
工作，尤其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每年
都列入政府重点民生实事考核范围，
成立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确保项目有专人抓，专人管，
通过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任，有
力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为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建设管
理，涟源陆续出台多个管理办法，从
项目前期投资计划、资金筹措与管
理、项目实施与建设管理、工程验收、
运行管理等 5 个方面对项目建设进行

规范。针对村级微、小、中工程，严格
要求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四议两公
开”程序进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
范、项目建设合理、工程运行良好。
对于规模以上集中水厂，切实履行

“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
制，合同管理制”。

“举全力补齐农村水利基础设施
短板、落实水利惠民政策等水利扶贫
工作，为贫困地区引来‘源头活水’。”
涟源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华斌
说。自 2014 年以来，覆盖在全市农村
的 908 处集中供水工程，正通过星罗
棋布的乡村水厂和密密麻麻的供水管
网，向 14.4 万贫困人口输送清洁卫生
的饮用水。

目前，涟源已实现农村安全饮水
问题动态清零，农村居民安全饮水达
标率达 100%，涉及全市 19 个乡镇全
部行政村，累计巩固提升34.39万人饮
水安全。

层次分明，形成以大带
小的“供水网络”

寻找可靠的水源，是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的关键一步。

涟源水利部门想方设法，用多种
形式解决饮水来源——对水源水量充

足、水质优良，尚有富余供水能力的骨
干供水工程，实行管网延伸，解决周边
农村的饮水问题；在干旱缺水、人口居
住集中的区域，改扩建储水蓄水工程，
扩大供水范围。

位于湄江镇湄塘村的湄塘口集中
供水工程厂区，以中型水库大江口水
库的水作为水源，通过输水管网输送
到湄江、七星街等6个乡镇。“水厂目前
覆盖的区域包括9个贫困村，从根本上

巩固提升了当地的水量和水质，让群
众喝上干净合格的自来水。”该水厂项
目法人肖莺介绍。

“以前一下雨就只能用‘泥巴水’，
缺水的季节只能半夜到井边排队打
水。”回忆起过去的饮水难题，苏家村
贫困户刘四兵打开了话匣子。2019
年，湄塘口水厂的管道接进了苏家村，

“喝水难”彻底成为过去式。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张层次

分明、以大带小的“供水网络”正在涟
源大地铺开。南北两个水厂和蓝田城
区自来水总公司构成第一层次，连通
全市28个“千吨万人”集中供水工程中
的绝大部分和有条件的村级工程，形
成供水“主动脉”；乡镇集中工程和规
模水厂构成第二层次，连通有条件的
村组集中供水工程或直接供到千家万
户；海拔较高、位置较偏的乡镇村组，
则充分利用现有小型水库、大山塘、传
统水井作为水源，单独建立集中供水
系统，构成第三层次。

管理有序，打造作风务
实的“水利铁军”

山高路远的伏口镇胡家坪村，受
煤矿开采影响，地下水系被破坏，每到
秋冬季节，全村境内无水可挑，严重影
响村民安居乐业。

涟源水利人走村串户、翻山越岭
寻找水源，多方争取资金，经过两年
的努力，先后尝试了 6 种方案才取得
成功。如今，胡家坪村家家户户都通
上了自来水。全村产业迎来蓬勃发
展，红薯种植面积达到 300 多亩，年
产红薯 200 多万斤；成立了 4 家专业
合作社，全面落实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

“十三五”以来，涟源水利部门紧
盯脱贫攻坚工作，聚焦农村饮水安全
这一民生水利要务，发动水利行业干
部职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全面推进水利扶贫工作。

一支支水利队伍跋山涉水，一个
个水利扶贫项目温暖人心。涟源逐步
建立起政府负责、水利牵头、部门配
合、水厂为主、社会监督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运行管理机制。同时，全市建立
起水源保护机制，并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由乡镇对辖区内安全饮水供应
负总责。

匠心筑梦，质量引领。在年度实
施方案编制当中，涟源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确保项目实施精准，遵循“先水
质，后水量；先重点、后一般；先集中、
后分散”的原则，打破区域限制，能延
则延、能并则并，努力实现“城乡供水
一体化，供水规模区域化”。

为加强水质检测力度，涟源利用市
疾控中心的专业设备和人员成立了农
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对全市集中
供水工程按照上级部门要求进行水质
检测。据统计，全市已累计检测432个
水样，合格率为 94.8%，对不合格的水
样，及时督促整改，确保水质达标。

水利扶贫结硕果，甘甜之水润民
心。涟源一鼓作气打赢水利扶贫攻坚
战 ，为 如 期
完成脱贫攻
坚 目 标 任
务 、全 面 建
成小康社会
提供强有力
的 水 利 保
障。

甘甜之水润民心
——涟源市水利扶贫工作扫描

涟源市湄塘口集中供水工程厂区。 邹娜妮 摄

“不仅河湖美了，还带动旅游升温、
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茶陵河长制工作走
出了一条新路子。”日前，中央、省、市媒
体集中在株洲采访河长制工作，茶陵“河
长制+”获得高度关注。

茶陵县副县长、河长办主任杨定桃
介绍，今年，该县在落实河长制工作中，
将其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相结合，推动
河长制工作从“有名”向“有实”“有力”转
变、升级，打造了具有茶陵特色的“河长
制+”，为茶陵全面小康起到关键作用。

打造示范河流带动旅游升温
深秋暖阳，一排古香古色的山庄、

民宿依河而建，小桥流水，炊烟袅袅，游
客往来，笑语欢歌。这是茶陵县火田镇
卧龙村日常的一幕。

卧龙村位处洣水二级支流排上河
畔。千百年来，虽一江好水绕村而过，
但卧龙村并未“靠水吃水”。近两年来，
随着河长制工作扎实推进，排上河面貌
一新，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

和”目标。卧龙村借力使力，发展水旅
结合和特色休闲漂流项目，成功打造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特色旅游地，每年
吸引10万人次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江清河美，山乡巨变。茶陵结合每
条河流实际情况，因河施策，打造示范
河流，全面铺开“河长制+旅游”工作，
有力推动旅游升温。在茶陵行走，各乡
各镇结合农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
设，打造沿江风光带，发展乡村旅游。
河边看美景，农家品美食，游客流连忘
返，农户越来越富。

整治河道助力产业增效
去年，特大洪水漫过洣江大堤，冲

毁了茶陵县洣江街道渡里村上百亩良
田，这个贫困村雪上加霜。

河道整治与脱贫攻坚能否统筹推
进？茶陵县委、县政府经调研决定，由
县政府平台公司运作处置砂石资源，将
收益用于河流综合整治，以治水先行推
动乡村振兴，启动渡里村火龙果扶贫产

业基地建设，带动贫困村脱贫。
一年后的今天，渡里村河道完成治

理，河堤成为村里的一道靓丽风景。同
时，村里建起108亩火龙果扶贫产业基
地，今年挂果 25吨，实现年产值 125万
元。基地负责人周建华与村里32户贫
困户签订协议，聘请20名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务工，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开发公益岗位帮助农户增收
11月5日，在茶陵县下东街道黄堂

村洣水河边，村民彭宗华沿着岸边捡拾
河道垃圾。6年前，彭宗华唯一的孩子
溺亡，妻子离家出走，彭宗华精神受到
重创，日子艰难。为了照顾彭宗华，黄
堂村聘请他为河道保洁员，月工资800
元，加上低保，他年收入超过万元。

今年，茶陵县统筹资金450余万元，
设立649个河长制公益岗位，要求各乡
镇、街道办事处、村组聘请建档立卡贫困
村民担任河道保洁员。目前，649个河长
制公益岗位满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468人，占72.3%。茶陵县河长办负责
人介绍，河长制公益岗位每人每月工资
500至1500元不等，确保了贫困户就业
增收，稳定脱贫。（周德洪 李永亮）

美了洣水，富了老区

茶陵创新“河长制+”助力全面小康建设

■名片
赵付雷，男，汉族，中共党员，1985

年出生，保靖县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教师。从教10年，担任班主任10年。2017
年获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佳‘四
有’教师”、2016年获评湖南省教育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2020 年，获首届湖南
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班主任”称号。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田亚君

2020年9月，保靖县职业技术中等专
业学校（以下称“保靖职中”）。一个眼神不
对，2020级数控专业新生向立斌便和隔
壁班男生扭打在一起，拉都拉不开，衣服
都差点撕烂。“刚入校就打架，性子咋这么
烈？来这里是学技术的，但学不会为人处
世会毁了你……”班主任赵付雷一手扶
腰，一手扶住座椅靠背，语速不徐不疾，两
个小时思想工作，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

“初中三年从无老师说服我，没想到
今天败给了老赵。”桀骜不驯的向立斌在
保靖职中“棋逢对手”，开学两个多月来
没再惹是生非。

赵付雷，人称“老赵”，一个安徽来的班
主任，操着南北混杂的口音，给湘西边陲的
留守学生苦口婆心念了10年“经”。这群学
生有的被他念得卸下浑身戾气，有的被他
念得网瘾拔除向阳而生，有的则被他念去
了重点院校，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在学生眼里，赵付雷就是“爱念经的
唐僧”。“不能打，不能骂，要让他们意识
到错误，只能是不停地劝说，直到他们的
眼中重新闪光。”11月初，老赵告诉记者
他为何“爱念经”。

但刚开始并没人服他，调皮的何云
锋最甚。2011 年，赵付雷接手保靖职中
几乎全是男生的数控班时，外地口音成
了赵付雷的阻碍，上课鸡同鸭讲，下课更
是遭到了何云锋等学生的哄笑，把这个
调皮学生叫到办公室训话，还会在老师
面前扮鬼脸。一出办公室的门，何云锋就
大声向同学炫耀：“我又把老赵耍了。”

赵付雷想，既然改不了口音，那就多
说多讲，让学生习惯自己的口音。由于数
控专业设置之初师资短缺，所以机械制
图、钳工等专业课都得他来上。朝夕相处
的日子里，班里学生逐渐失去了戏耍老
赵的新鲜感，纷纷偃旗息鼓。“老赵你的

‘安（徽）保（靖）普（通话）’，我愣是完全听
懂了。”后来，何云锋和同学们听懂了、听
进了班主任的话。“安保普”，从此成了数
控专业学生们的“通关密语”，受用不尽。

光靠嘴上功夫，显然无法完全走进

班里学生的心。渐渐地，冲动爱惹事的孩
子们发觉，这个外来班主任也能像兄弟
一样患难与共。

2012年寒假，一个从东莞打来的长
途电话在凌晨响起，那是班里入厂勤工俭
学的学生石鹏打来的。石鹏情绪有些低
落。“老赵，我不想干了，但我得把你垫付
的生活费还上，你还有孩子要养。”学期中
途他曾因家中无力负担生活费而辍学数
日，是赵付雷用半个月的工资为他充了饭
卡，还给他申请贫困生学费减免，这才将
这个少年劝返。在赵付雷的鼓励、安慰下，
在校不做作业、不搞卫生的石鹏竟在流水
线上坚持了两个月，赚了8000多元薪酬。
老赵的钱还上了，懂得赚钱不易的他学习
也比以前刻苦了。毕业后，石鹏进了比亚
迪的工厂，吃得苦、霸得蛮，从普通员工干
到了月入过万的车间领班。

除了身心上的照顾，让班里的后进
生们走上正途更是让赵付雷操心不已。

“滴、滴、滴……”班级 QQ群里传来提示
音，此时正值晚自习，但谭小冬的头像突
然亮了起来。赵付雷很快赶到班上，果然
没见这条“网虫”。

晚上 10 点，全校熄灯就寝，赵付雷
估摸着谭小冬快要回来了，便走到校门
口蹲守。5分钟后，一个小跑着的身影由
远及近，正当他准备翻墙入校时，被赵付
雷厉声喝住。

“老赵你别管我，我再留级两年，‘工
龄’就快超过你了。”谭小冬沉迷网络游戏
已多年，竟劝赵付雷少操心。确实，谭小冬
的父母为儿子辞工返乡，也没管住他。

“我给你找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做！”
赵付雷将不情愿的谭小冬带到了实训车
间，教起了他焊接技术。那晚，火花四溅
的焊条惊醒了谭小冬的瞌睡，也燃起了
他沉寂许久的斗志。中职毕业，凭借出色

过硬的专业技能，谭小冬成功通过单招
考入湘西职院。

曾经，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孩子送入数
控专业，只是为了“养骨头”，“在学校把骨
头养结实一点，硬扎了，就能出去打工
了。”10年来，赵付雷让叛逆的学生，变得
懂事了；让“差劲”的学生，变得优秀了。

而他还是一口“安保普”，还是“爱念
经”。

■记者手记

学生的腰杆挺直了
曾玺凡

看着老赵佝偻着背走进教室时的画
面，有些心酸。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是来
校教书前当大学生村官时整修千米涵渠
落下的伤。“久坐就会导致旧病复发，但
我们做学生管理，找学生谈话一坐就是
几个小时，不复发才不正常。”

10年班主任生涯，他的腰背越来越
弯，疼痛却越来越习惯。见我为他担忧，
老赵乐呵呵地安慰起我：“我的腰越来越
弯了，但学生们的腰杆都越来越直了。”
此时的老赵，很高大。

采访当日，数控专业实训车间里的
新设备正在接受教学组的验收，不远处，
老赵向我展示了他们 10 年前的教学设
备。那时设备有限，但学生众多，老赵只
能和同事们加班加点让学生学习操控。
一个都不能少，10 年间，两百多个孩子
在老赵的班上习得技能，走出大山，去到
沿海城市、省会城市，成为工厂蓝领。

“三五年之内想买车买房的有没
有？”“有！”2019 级数控技术应用 2 班的
学生们全都举起了手，他们相信老赵，更
相信自己。

金中基

最近几天，共享电单车在长沙掀起
了一波舆论热潮，人们对此褒贬不一。

确实，长沙近年来共享电单车增势
迅猛，遍布大街小巷。一年前尚不到 10
万辆，一下涌进了30多万辆，共享电单
车的品牌也由几个增加到了十几个，这
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不是一线城市的长
沙，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哈啰、青桔、
美团、叮当、优时等品牌，五颜六色停满
了道路两侧，有的甚至挤占了人行道、
机动车道。本是方便出行，结果又带来
一些不便与麻烦，人们颇有微词。

共享电单车投放城市，总体而言利
远远大于弊。一是分流交通，方便出行；

二是减少尾气污染，清洁城市。
许多有过出行体验的人，对共享电

单车还是赞许有加的，特别是对带给的
方便深有体会。

有一天傍晚，临时有朋友相邀聚
会。正值下班交通拥堵之际，从城北去
城南，无论是驾车或是搭的士，没有
一二个小时是做不到的。当机立断，先
骑一段共享电单车，再乘地铁，再骑一
段共享电单车，分三段行驶赶去才没
误点。

于市民而言，共享电单车显然是一
种普惠的交通工具，不仅方便快捷，可
以到达小巷深处、社区居民点，而且骑
一次只花费一二元钱，短距离行驶比坐
公交还实惠。在长沙，共享电单车已成

为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首选。
这样的利民好事，不能遇到麻烦问

题就废弃了，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把它办实办好。

令人欣喜的是，针对超量投放、运
维缺位、停车失范等问题，有关部门根
据即将于12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促进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指导意
见》，将对共享电单车实行“先上牌后投
放”；各营运主体也在积极行动。哈啰长
沙“瘦身”已回收3万辆，并通过哈啰智
能调度系统，实现让用户能在合适的时
间、合适的地点有一辆好车骑。

共享电单车风波，是城市管理遇到
的新问题新挑战，对长沙既是一次检
验，更是一次提升的机会。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张尚
武）加强生猪调运管理，稳步推进“调猪”
向“运肉”转变。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经农业农村部同意，湖南即将实
施“中南区生猪调运政策2020版”，加强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

实践证明，变“调猪”为“运肉”，减少
生猪长距离跨区域调运，是降低非洲猪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传播风险的有效手
段。日前印发的《中南区生猪调运管理办
法》（简称《办法》）规定，广东、福建、江
西、湖南、广西、海南等中南六省（区）从
11 月 30 日起，全面禁止非中南区的生
猪（种猪、仔猪除外）调入，中南区内原则
上不进行生猪（种猪、仔猪除外）跨省

（区）调运。各地由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
挥部组织农业农村、公安、交通、市场、海
关等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措施落实。

《办法》还规定，当区域内生猪及生
猪产品供给不足或突发紧急情况时，为
保障市场供应，促进生猪及生猪产品价
格稳定，经向输出地、输入地农业农村部
门备案，可启动生猪“点对点”调运。

《办法》明确，从 11月 30日起，中南
区对动物及动物产品跨省（区）运输实施
指定通道制度，通过陆路跨省（区）运输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必须经过指定通道入
境。未经动物及动物产品指定通道入境
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区域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接收，官方兽医不得出具相关
检疫证明。

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加强生猪调运
管理，省内生猪及生猪产品指定通道检
查站要结合备案管理制度严格检查进入
的生猪（种猪、仔猪除外）及生猪产品，对
不符合规定调运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

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最美中职班主任
赵付雷：

“安保普”念出育人经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黄田 陈渊

“肖飞很关心我们贫困户，我们蛮
满意”“肖队长他们驻村后，我们村里
变得越来越好了”“肖队长十分孝顺，
对他父亲很好”……11 月 17 日，记者
走进安化县南金乡将军村，听到的是
村民们对肖飞和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一
片赞扬声。

肖飞是益阳市住建局派驻将军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将军村地处柘溪库区腹地，山高路远，
位置偏僻，2018 年前全村没有一寸水
泥路，村民饮水、灌溉困难，外出务工没
有一技之长。

2018 年 3 月初，肖飞一到村里就
走村串户，详细了解基本情况、基础设
施状况和群众脱贫愿望等。通过召开屋
场会、专题会，肖飞和队员广泛听取贫
困户、非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分类整理，拿出切实可行的扶贫
方案。在帮扶工作队和村民共同努力
下，2018 年 12 月，将军村退出贫困村
序列。今年，村里最后 8户贫困户 13人

脱贫摘帽。
沿着村里去年 8 月修好的水泥路

前行，沿途可见将军村的扶贫成果：原
来的泥泞小路，已变成 13 公里长的水
泥硬化路；原来干旱的土地旁，2400米
长的水渠正源源不断地输水灌溉；原
来上山挑水的村民，打开水龙头便能
畅饮甘甜的山泉水；外出务工的村民
接受就业培训后，成为能拿高工资的
技术工人……省脱贫攻坚第三方评估
和各级多次督查暗访中，将军村群众满
意度达到100%。

肖飞的父亲今年 86 岁，患老年痴

呆，生活不能自理，靠肖飞兄弟 4 人轮
流照顾。今年 5 月至 7 月，轮到肖飞照
顾父亲，但肖飞的妻子在益阳市教书，
工作很忙，孩子在北京求学，白天家里
无人照顾。“父亲要照顾，扶贫工作也不
能丢。”工作和尽孝哪个都不能舍弃，肖
飞决定自己挤出时间照顾父亲。他把父
亲接来，安排到离他扶贫住地不远的乡
敬老院。

把父亲接到村里后，肖飞在扶贫工
作之余尽可能多地陪伴父亲，牵手散
步，促膝聊天，为父亲洗脚、洗衣服。

将军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方清说：
“肖队长已 57 岁了，为扶贫帮困，他经
常去市里县里跑上跑下，有时日夜连轴
转，其实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肖
飞患有肠息肉，有时痛得连腰都直不起
来。医生多次要他住院治疗，但他认为
在脱贫攻坚关键期，没有时间住院，一
直靠药物减轻疼痛。今年 4 月，肖飞病
痛发作进行手术治疗后3天，又回到扶
贫岗位。他说：“这点痛算什么，共产党
员轻伤不下火线。”

“我自己没什么，只是怕父亲跟着
我受苦。”提起父亲，肖飞满怀愧疚。但
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当以党和人民的
事业为重，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
变“调猪”为“运肉”

10月29日，赵付雷（中）在教学。 曾玺凡 摄

湘经评 共享电单车，好事须办好

带父扶贫显大爱
——记安化县将军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肖飞

每周一星
湖南好人

6月16日傍晚，安化县南金乡敬老
院，肖飞在帮父亲洗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