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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本平 本报记者 梁隽 文/图

5 月 10 日 9 时许，东区银江镇弄弄沟
村，银江镇工作人员柴银友驾驶着装满
水的洒水车缓缓驶入村道。途中，他发
现储水的塑料罐空了，就将水加满。“近
的村民可以通过管道在家里接水，远一
点的就需要过来挑水或者拉水了。”柴银
友告诉记者。

弄弄沟村生活用水告急
在弄弄沟村二组，看到洒水车来给储水

罐加水时，住在附近的村民王荣申从家里拿
来几个水桶，装满水后挑回家，“节约着用，
一家人一天差不多够了。”一路上，这样的储
水罐有 7 个，每天在村中运水的汽车有 3
辆。许多着急上班的村民来不及接水，就把
装水的桶放在路边，运水车驾驶员发现后，
默契地将水注入。

弄弄沟村支部书记王远利介绍，弄弄沟
村有3个组，村民1400余人。2018年11月
份以来，弄弄沟村持续干旱少雨天气，至今
未出现过有效降雨，沟渠早已断流。

此前，依靠村中库容为 20 万立方米的
仙人湖水库的蓄水，勉强满足村民的生活
用水。如今，仙人湖水库大部分库底裸
露、干裂，曾经最高水位线与如今的水位
线相差近 20 米。山沟中，仅一股拳头大的
细流缓缓流入水库。“这股水根本满足不
了村民们的生活用水需求。”王远利说，受
干旱少雨天气影响，弄弄沟村的芒果等农
作物受到很大影响，挂果率不足去年一
半，到今年 4 月底，弄弄沟村村民的生活用
水几乎断了。

部门调剂三辆车轮流送水
为了保障村民们基本的生活用水需

求，东区农业农村和交通水利局、银江镇等
部门通过协调、付费等方式，调剂了 3 辆车

（2 辆洒水车和 1 辆消防车）轮流给村民们
送水。

“从 5 月 1 日开始就给村民们送水了。”
王远利说，仙人湖水库库存仅有五六百立方
米的水，而且是库底水，混杂泥浆，没法抽取
使用。对山沟拳头大的水流，村里实行“封”
库，一个星期放一次水，满足位置最高的一
组村民用水，二、三组村民用水，则通过洒水
车等运上去。

“在路边放置装水的塑料罐子接通管
道，部分村民可在家里储水，远一点的村民
需要专门过来挑水。”王远利说，在村中的
路边一共设置了 7 个储水罐，“3 辆车每天
送水 11 车次，运水量约 110 立方米左右。”
目前，弄弄沟村村民的生活用水得到了基
本保障。

“淘米后的水拿来洗第一次碗，洗菜后
的水拿来洗第二次，脏了的水全部留着，喂
养家禽等。”村民许国莉说，虽然目前缺水，
但东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想办法保证了村民
们的生活用水，大家都知道节约用水。

本报讯（记者 周越）5月14日，记者从西区
水利局了解到，当前，西区积极推进抗旱工程建

设，确保农业农村正常生产生活。

据该局负责人介绍，西区目前正在金堂村和

庄上村开展 12 公里的沟渠维护，新建 2 个拦水

坝。正在施工的项目有2017年节水型社会建设

项目，主要是新建蓄水池10口；安装管道30多公

里，解决1650亩土地灌溉和1500多人的饮水问

题。同时实施 2018 年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包
括整治渠道1.63公里，新建蓄水池15口、整治蓄
水池 3 口，整治山坪塘 3 座，提灌站 1 座，建设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5370亩。

如今，2017年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已经完成
蓄水池9口，安装管道约27公里，目前仅剩余一

口蓄水池和3公里管道未完成，预计5月底完成
全部施工任务；2018 年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已
经完成蓄水池14口，渠道整治1.63公里，山坪塘
整治2座，管道安装约10公里，仅剩蓄水池1口、
需整治的蓄水池3口、山坪塘1座，提灌站等未完
成，总体完成约70%左右。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影响，仁和区部分乡镇
出现旱情，造成部分农作物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用水困难。

5月14日，烈日高照，走进太平乡革新村，路
边山上套袋的芒果树格外醒目。仔细一看，发现
树下有许多掉下的小芒果。

“因为天干缺水，好多套了袋的芒果都掉
了。”看到记者疑惑的表情，革新村村党支部书记
周朝仁解释道。

在沟边组，村民陆富贵站在门前干裂的田里
捡拾掉落的芒果袋，他有些无奈地说：“我家这块
田在沟渠边，往年都没干过。种的2000棵芒果
树本来要套 2 万个袋子，因缺水芒果要掉，目前
我只套了2000个袋子。”

记者沿着沟渠往上走，看见两边山坡上缺
水的芒果树已经干枯、掉果，甚至连路边的红心
果树都干死了好几棵；沟边的大河沟 3 月底就
已断流。

太平乡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太平乡共有
160户600多人需靠送水解决饮水困难，主要集
中在龙潭村、革新村，另外大坝村和大村村也有
零星的 10 多户。如持续高温，无有效降雨，乡
政府所在地大村村及周边 2000 多人用水将出
现困难。

面对严峻的抗旱形势，太平乡党委、政府高
度关注旱情发展，及时召开抗旱专题工作会
议，安排布置抗旱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抗击旱
情。适时启动抗旱应急预案，4 月以来全面监
控辖区塘库蓄水情况和旱情发展趋势，按照先
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的原则加强用水
管控，把保村民生活用水放在首位，做到计划
用水，节约用水。确保重点，科学实施水源调
度，对于需要送水解决饮水困难的农户，一一
明确落实了供水点，送水车及存水池和分水人
员。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水量的科学调度，确保重
点对象用水需求，把有限蓄水用在刀刃上。积极
向上反映，得到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支持，争取
到抗旱资金10万元，形成抗旱工作合力。

□本报记者 周翼 文/图

“一直不下雨，前进渠又没有水供过来，大棚
里好多辣椒苗、豇豆苗已经干死了。”5月14日，
记者走进米易县白马镇小街村二组，村民赖守辉
看着自家大棚里的蔬菜满脸愁容。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至5月14日，米易县降
雨量仅为9.4毫米，与去年同期的30多毫米相比
减少68.7%。“今年降雨确实少，加上前进渠去年
塌方断线，一直没能恢复供水，才导致今年不少
蔬菜种植受到了影响。”小街村党总支书记张安
富告诉记者，村两委都在积极想办法，并把情况
向上作了汇报。

记者在现场看到，原本即将成熟的辣椒不少
已经干瘪，辣椒苗即将枯死，大棚里的豇豆苗
也出现了成片枯黄的情况。“为了缓解旱情，

村两委一边积极到周边的村去协调用水，一
边把情况上报，希望能获得帮助。”张安富说，

“村民们也在积极自救，通过各种方式缓解用
水压力。”

赖守辉开着自家的农用车，从安宁河里运
了一大桶水到大棚里，能找到抽水设备的村民
也从安宁河里抽水用于灌溉。此外，白马镇通
过与县水利局协调，借用大功率抽水机，分配到
旱情较重的小街村一、二、三组，缓解生产用水
压力。

齐心协力多方联动，是米易县做好抗旱工
作的核心。5 月 10 日，米易县紧急召开抗旱应
急工作会议，要求境内所有电站务必听从调
配，确保农业灌溉，同时各部门、各区域加强协
调联动，尽最大努力减小旱情对农业生产和群
众生活带来的影响。

□本报记者 梁波 文/图

5 月 14 日中午，烈日下，盐边县
新九乡踏鲊村成片的黄豆、玉米地
里、李子果园里汩汩流淌着灌溉水，
54 岁的村主任蒋千富在沿线的输水
线路上巡查着，按照村里分水节源的
规定，7 个村民组的灌溉用水要分段
分时安排，村里的干部全天候排班协
调；距离新九乡踏鲊村50公里开外的
桐子林镇金河村双箐组，盐边县水利
局的旱情查看工作组一行数人，在县
南部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卢鑫的带
领下，正在对石兑窝聚居点的山坪塘
进行方量测算……

从入夏后，一场抗旱的战斗就在
干旱缺水的盐边南部打响！

南部片区降雨量几乎为零
当日，记者从市气象部门、盐边

县 水 利 局 获 悉 ，从 2018 年 入 秋 至
2019年入夏，盐边县出现了少见的秋
冬春夏“四连旱”，季节性缺水的南部
片区降雨量几乎为零，新九乡、桐子
林镇相继上报局部灾情：新九乡踏鲊
村因踏鲊水库闸门抢修未能蓄水，4
个村民组、200余户村民的3000亩果
园、农田严重缺水；桐子林镇金河村
双箐组石兑窝聚居点，因山坪塘淤
积，46户、196名村民生产、生活用水
困难。

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踏鲊村的旱
情，盐边首次实施了跨区域水库抗旱
调度。4 月 29 日至 5 月 7 日，盐边县
水利局在前期对踏鲊水库上游侧以
及高堰沟水库烂坝引水工程蓄水情
况进行排查的基础上，决定从和爱
乡民族水库、田湾水库调水抗旱。
在会理县水利局、和爱乡人民政府、
新九乡人民政府的配合下，历时 8
天，经 7 公里和爱河天然河道、4 公
里烂坝引水工程输水隧洞、4 公里天
然山沟，将 10 万余立方水成功调度
至踏鲊水库及沿线村庄，有效缓解了
踏鲊村旱情。

在后续的抗旱工作中，盐边县水
利局将跟踪踏鲊村旱情的发展情况，
适时继续开展水库蓄水调度，确保农
业生产用水。

不断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在桐子林镇金河村双箐组石兑

窝聚居点，村民小组长罗兴银告诉
记者，由于该聚居点唯一的山坪塘
淤积严重，入夏后，村支两委的党员
干部就轮流进山寻找水源地，解决
村民的生活饮水，目前仅有 2 户村
民存在生活用水困难，村里正在想办
法协调解决。

据悉，近年来，盐边县不断加强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干旱
缺水的南部片区，有水库 39 处，总库
容 3180.19 万 立 方 米 ，占 全 县 的
85.34%；兴利库容 2612.49 立方米，
占全县的 84.88%；山坪塘 187 处，占
全县的 90%，季节性缺水、工程性缺
水得到明显改善，这对今年的南部片
区抗旱将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东区：

每天11车次运水110立方米
保障弄弄沟村民生活用水

盐边县：

首次实施跨区域
水库抗旱调度

西区：加快抗旱工程项目建设

仁和区：把保村民生活用水放在首位

米易县：齐心协力多方联动抗旱

给储水罐注水给储水罐注水。。

枯死的辣椒苗。

村民查看已干枯的芒果树。

金河村石兑窝聚居点山坪塘出现淤积。

今年 1 至 4

月，我市降雨量

偏 少 ，气 温 偏

高，目前部分地

区出现旱情，人

畜饮水、农业生

产用水困难。各

级各部门正采取

措施积极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