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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实话
讲，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今天上午， 站在巨型稻试
验田的田埂上，王煦鑫，这
位 强 硬 的 汉 子 流 下 了 泪
水。在此次洪灾中，为了抢
救周边村民的生命财产，
他推倒了自建的农科园围
墙。洪水退去，他才想起农
科园里重要的科研项目巨
型稻试验田。专家称，巨型
稻因被淹时间太长，可能导
致实验失败。

两次推倒围墙
引洪水救周边村民

7月1日， 连日强降雨，
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湘云村
遭到洪水围困， 一些地势较
低的房屋门口已经出现积
水。至当天下午，暴雨如注，
洪水随时可能冲入80多户
村民家。

此时， 位于湘云村东南
角的湖南泳迪农科园， 尽管
地势较低， 但因建有稳固的
防水围墙， 并未发生积水现
象。

危急时刻， 泳迪农科园
的老板王煦鑫作出了一个让
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 在防
水墙上打开一个引水救灾的
缺口。

王煦鑫披上雨衣， 带领
员工将防水墙拆开了一道6
米长的缺口。 浑黄的洪水迅
速灌入农科园。“如果不是王
总及时把围墙推倒， 我家的
房屋肯定会进水， 人也要转
移。”村民阳国华感慨地说。

雨一直下， 新的问题出
现。 农科园旁有一个10亩左
右的葡萄园， 葡萄园的主人
叫罗炯钢，多年前，他因车祸
肢体残疾， 一家人都指望着
这个葡萄园维持生计。7月2
日下午4点， 洪水继续上涨，
眼看就要淹没葡萄园。 王煦
鑫决定， 再将围墙向前推倒
18米。

随着一声声巨响， 洪水
以更大的流量涌入农科园。
没多久， 园内200亩田地、景
观、房屋等全部被淹，洪水最
深处达5米，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约22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多万元。

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
巨型稻被淹

洪水入园后， 王煦鑫立即
开展自救， 花8万元购买了6台
大型水泵， 进行不间断排水。7
月5日， 洪水开始消退。7月6日
上午， 泳迪农科园内的积水被
清理，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但王煦鑫很快发现情况不
对。一个多月前，农科园南端的
试验田里，种下的9.5亩的巨型
稻，因洪水浸泡出现了倒伏、虫
咬等异常。

巨型稻是中科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与袁隆平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合
作，培育的一种株高达1.8米以
上，穗长35厘米，茎杆粗壮，抗
倒伏， 耐逆性强的高产新型水
稻。 此次科研实验性种植是继
该品种在三亚育种基地种出2
米高水稻后，在不同日照，不同
海拔高度的又一次实验。 我省
仅在株洲、 湘潭两地实验性种
植， 株洲泳迪农科园巨型稻试
验田对研究海拔50米至100米
巨型稻的种植， 具有重大的科
研价值。

专家组肯定救灾行为
正商定补救措施

事关重大， 王煦鑫立即将
这一情况向专家团队作了汇
报。闻蔚宏、张鹏两位专家立即
赶赴株洲，进行实地查勘。

此次实验主要的攻关课题
是：水稻株高超过两米不倒伏，
亩产超1000公斤， 农药残留低
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但闻、张二
人仔细查看试验田后， 一个劲
地摇头。“泡水的时间比较长，
超过了42小时， 实验面临失败
的可能。”闻蔚宏惋惜地告诉记
者，巨型稻最忌被水浸泡，试验
田被洪水淹没长达6天，情况极
不乐观。

闻蔚宏介绍， 目前他们已
将这一情况反映至科研团队高
层，6日下午，5个专家组已从北
京飞往湖南，商定补救措施。

“周边就是残疾人的葡萄
园、80多户村民的房屋，对于他
的行为，我们是理解、支持的。”
闻蔚宏对王煦鑫的所为评价
道。 ■记者 李永亮

实习生 高荆豫 通讯员 王辉

近段时间， 随着湘江、 浏阳
河、捞刀河沿岸多地汛情告急，贯
穿长沙城区的唯一内河———圭塘
河也不例外。 自6月25日开始，雨
花区高桥街道相继派出数百名工
作人员，在辖区流域分设5个防汛
值守点。

“每天分4个班组，24小时轮
流值守。”高桥街道办党委副书记
李勇说，在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带
头上阵的背后， 出现了不少帮忙
送水送饭的热心群众。

“雨后放晴，但大家还不能放
松警惕。”7月5日晚，记者看到，雨
花区高桥街道辖区的5个防汛值
守点仍有多人在轮番值班。

7月3日零时12分，湘江长沙
站特大洪峰过境， 洪峰水位达到
了39.51米， 超出历史最高水位
0.33米。“辖区地势较低， 大水一
旦漫过来就糟了。”此刻，李勇的
心绷得紧紧的。

当天，所有街道办工作人员
都上了大堤。 欣慰的是，4日长
沙天空放晴， 圭塘河水位也渐
渐退去。

自打李勇上了堤坝， 就很少
回家。白天，他要动员辖区居民、
商户清扫积水；晚上，他要带头沿
河堤巡逻。

“家就在河的对面，但吃饭睡
觉基本就在堤坝或办公室。”让李

勇欣慰的是，自上堤那天开始，就
不断有辖区的热心群众送来热
水、面包、盒饭。

7月5日晚上6点，记者在河堤
的值守点见到了前来送餐的热心
群众。“这些盒饭够不够， 不够我
马上要厨房送过来。”现场分发盒
饭的是长沙市常德商会副会长、
盛记海鲜海悦店董事长余忠诚。

“抗洪抢险是所有市民的事。
党员干部上了一线， 我们老百姓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也算是为
抗洪抢险出一点力。” 当天晚上，
余忠诚为抗洪一线送去了110份
盒饭和50件矿泉水。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华泽红

本报7月6日讯 永州市冷水
滩湘江段，看似平静的水面其实
暗流涌动。每年夏季，野泳的险
情和悲剧不断上演。每当看到有
人在水中遇险，唐新林和唐满园
两兄弟便会毫不犹豫跳水救人。
27年来，两人先后挽救了30余人
的生命，被大伙称为“救人专业
户”。

今年7月以来，永州冷水滩区
部分沿河街道、村庄被洪水淹没，
许多市民纷纷加入抗洪行动。从7
月1日到3日,�唐新林、 唐满园兄

弟整整两天三夜没有合眼， 驾驶
渔船，经过几天的奋力救援，转移
被困群众300多名。

唐新林、 唐满园分别出生于
1971年、1976年， 从小在湘江边
长大，祖辈以打鱼为生。到了唐新
林这一代，以进城打零工为主，但
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水性。

27年前冬天的一个清晨，唐
新林去区纸厂打工， 突然听到湘
江里有人呼救。他没多想，立即跳
到江中，救起了落水者。

截至目前，唐新林、唐满园已
在湘江救起30多人， 成了当地有
名的“救人专业户”。

10年前，唐新林、唐满园加入
民兵应急分队后， 每天利用业余
时间， 主动承担起在湘江边巡逻
的任务。

7月3日上午， 还没吃早饭的

唐新林、唐满园兄弟接到求助：一
名家住伍家院社区， 患有心脏病
和胃炎的大妈邓金田， 被洪水围
困在家中，因焦急不安导致病发。
而她所住的杨家巷街道年代已
久，许多通道非常狭窄。

“杨家巷街道能通行的高度
大概不到一米，人要趴在上面过。
因为比较狭窄， 冲锋舟就没法过
去， 所以借用唐氏兄弟的这个船
(渔船)�。” 永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参
谋长胡志刚介绍， 两兄弟驾驶着
渔船和消防战士通过重重阻碍来
到被困群众楼下。

消防人员用消防设施把防
盗窗打开后， 两兄弟把邓金田
与另外一位老人家一同救出，
到船上坐稳, 将他们转移到安
全地带。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苏雨

为护村民，他两次拆墙引水淹了巨型稻
重大科研项目遭浸泡亟待补救 专家组肯定农科园老板救灾行为

记者：推倒围墙之前，你进行了怎样的心理斗争？
王煦鑫：内心没有挣扎是假的。但当时的情况已经很

危急了，我虽然是一名商人，但我也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周
边的人有困难，应该伸手拉一把。灾难面前，人民的利益高
于一切。另外，相对而言，我经济状况毕竟比周边的农民好
一些。

记者：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巨型
稻实验可能失败，你怎么想？

王煦鑫：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不后悔这
样做。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配合专家组尽快补救。

7月6日，王煦鑫正在巨型稻试验田查看禾苗。因引水救村民，巨型稻实验可能失败。 记者 李永亮 摄

对话

“我不后悔这样做”

“浪里白条”两兄弟
驾渔船转移三百被困群众

镜头

党员干部冲锋陷阵，背后群众送水送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