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结妇联执委，
带着锣和大喇叭

 
7月10日，衡阳市衡东县白

莲镇白莲村，吃完午饭稍作休息

后，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村妇联主席向淑云穿上自己的小

红马甲，提着一面锣，和几名村

妇联执委一起来到约好的“千年

白莲风情园”石碑下，此时，这

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同样穿着红色

马甲的执委们。布置任务后，大

家分成了3 队朝着村子三个不同

的方向出发。

向淑云告诉记者，白莲村种

植莲花的水塘星罗棋布，塘边杂

草丛生，一个不注意，便有可能

踩空掉入水中。

向淑云记得，以前村里就发

生过一起溺亡事故，一个 4 岁的

孩子趁着爷爷奶奶在厨房做午饭

的时候，跑到池塘边玩耍，一个

不小心，掉进去了，等到发现的

时候，已经晚了。

当镇里��衡阳市委市����衡阳市委市��市委市��

相关文件精神，为暑期未成年人

防溺水一事召开了3 次会议后，

7月2日，向淑云立即将在家的

16 名妇联执委紧急通知到村便

民服务中心，召开了会议，确定

了接下来的工作。

向淑云��“�们不�有����“�们不�有��“�们不�有��

单，还带着锣和大喇叭，能够最

大程度地引起大家的注意”。

 

走街串巷，妇联执委们
的“苦口婆心”

 
工作安排后，大家雷厉风行

地实行了起来，每天清晨、午后

和傍晚都沿着村道，一边敲锣，

一边呼喊，遇见过往的行人就发

放��单。��单。单。

刚开始，村里有�人不能�村里有�人不能�有�人不能�

解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

防溺水工作。其中，就有一位老

人在向淑云�们上���时，“不�们上���时，“不上���时，“不

接受但也不反驳”，原来这位老

人家里没有小孩，觉得事不关己。

但随着向淑云等人每天上�苦口

婆心地�讲解释，老人逐渐了解

了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性，“就在

昨天，�还和�们一起到有孩子

的人家里��哩”。

而白莲村妇联�主席向星�白莲村妇联�主席向星�村妇联�主席向星�

记得，有一天中午，她如往常一

样上���，恰好就碰见一个一

岁多点的孩子趁着奶奶做饭的时

候，在井边一盆装满水的盆子前

玩得不亦乐乎，“要是栽倒在盆

里，后果不堪设想”。向星赶紧

上前把孩子拉开，把在屋内的奶

奶叫了出来，将可能出现的后果

一一告知了她。

大家伙巡逻起来丝毫不马

虎，就连到白莲村旅游的游客也

会接到她们的��单。“今年以

来，�们白莲村没有发生过一起

未成年人溺亡的事故。”向淑云

十分骄傲。

 

主动参与，打一场防溺
水“人民战争”

 
“�们现在的阵势，比起去

年防疫隔离时采取的措施还要

严格。”�这话的是耒阳市哲桥

镇苏民村的村委会成员周韶平，

�告诉记者，自气温升高以来，

从学校到村里，从老师到村干部

再到普通村民，没有一个人不参

与到暑期防止未成年人溺水工作

中来。

耒阳市委市��在衡阳市委

�书记、耒阳市委书记��正的耒阳市委书记��正的阳市委书记��正的

带领下，统一部署，全市上下打

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防溺水人的防溺水人防溺水人

民战争”，市领导带队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各个乡镇街道和职能

部�、村组干部和党员们、学校

教师和普通村民纷纷巡逻盯守。

苏民村党总支书记谭术丽告

诉记者，村里�去已经��了的里�去已经��了的�去已经��了的

池塘，还有43 处危险水域，其中

还包括了一条流经村子的苏民河。。

为此，村委会不�安排班子成员

带队巡逻，更是在重点水域安排

了盯守点。65 岁老党员、村民小

组组长周作芬就是其中一员。

周作芬所在的盯守点在苏民

河上方的一座桥边，往年夏天丰

水期，孩子们总喜欢从桥上跳到

水里，加上桥下��，是村里不��，是村里不�，是村里不

少人首选的玩水处。周作芬从早

上8点出�，�了吃饭时间可以

回家吃口饭外，�就一直坐在盯

守点，防止有未成年人上前玩水。

�了像周作芬这样专职盯守

的志愿者，村妇联执委们也纷纷

参与进来。47岁的李红英和 59

岁的李九满住在苏民河附近，两

人组成了一个巡逻小组。“一是�。“一是�“一是�

有没有小孩靠近水边，二是�盯

守员是否在岗。”。””

而在离哲桥镇不远的耒阳市

三架街道七岭社区，社区妇联执社区妇联执妇联执

委雷头秀更是主动承担了自家承

包的 20 亩池塘唐家冲的盯守工

作。雷头秀告诉记者，唐家冲刚

好处在学生上下学�经的�上，处在学生上下学�经的�上，学生上下学�经的�上，

不少孩子总会趁着放学后到池塘

边玩耍。由于唐家冲周围树木郁

郁葱葱，水塘的形状也不规�，

存在着盯守死角，“�就一趟一趟

地围着塘边巡逻”。在雷头秀的

守护下，今年入夏以来，没有一下，今年入夏以来，没有一

个小孩可以靠近唐家冲的水边。

“一对一”结对、做台账，
妇联姐妹������������

 但长�两个月的暑假，对于

在水边长大的孩子来�，不能下，不能下不能下

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为了�孩。为了�孩为了�孩

子们有地方可以去，向淑云也是

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孩子们打发

时间。

在向淑云的安排下，村里的

34 名妇联执委分别和 38 名留守

儿童进行“一对一”结对，“确

保孩子们能够远离水边的同时，

�们也可以去陪伴孩子”。与此

同时，向淑云还开放了村里的图

书角，定期组织大家上课，“观

�防溺水和应急救援的相关视

频”。她还将年纪较小的留守儿

童们组织起来，排练舞蹈。。

和白莲村一样，七岭社区作

为耒阳市妇联的联点帮扶单位，

早在放假前就将村里的留守儿童

统计好，做好了台账，“台账记录

的是妇联执委们帮助留守儿童次

数和时间”。耒阳市妇联主席李�时间”。耒阳市妇联主席李�”。耒阳市妇联主席李�。耒阳市妇联主席李�耒阳市妇联主席李�

告诉记者，早在 5月，她们就已

经下发文件，�各级妇联将预防

溺水作为重点工作。

根据学校提供的名单，七岭

社区共有 80 余名留守儿童，可

社区妇联和市妇联的

人���有�，不可���有�，不可��有�，不可

能每个人都照顾到，

这可怎么办？于是，

李�和七岭社区妇联七岭社区妇联妇联

主席谢小兰一起想出

了一个法子，“�们

设定了一�标准，选

出了重点关注对象”，

随后，再将这�重点

关注对象一一分配

给每位妇联干部。位妇联干部。妇联干部。

“�们不�要告诉�们不要

去水边玩耍，有时间还要到家里

去�望�们。”李��，每次���，每次��，每次�

话或者�望，都要在提前做好的

台账上进行记录。

7月13日上午，衡阳市妇联，衡阳市妇联衡阳市妇联

党组书记、主席谌惠渝带领志愿

者们分组上街��防溺水安全

保护知识，以一对一的形式与家

长们开展防溺水��及交流。入。入入

户完成后，衡阳市妇联家�教�衡阳市妇联家�教�市妇联家�教�

巡讲志愿者团队走进蒸湘区大

元头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

教亲子活动。

与此同时，耒阳市也提出了

“疏堵结合”的方法。��正告

诉记者，�了谨防未成年人独自

到野外游泳�外，耒阳也发动了�外，耒阳也发动了，耒阳也发动了

社会捐款，在每个乡镇（街道）

建设了简易的游泳设施，定时开

放，安排专人盯守，“�孩子们

在安全的地方游泳”。

（上接 04 版）

城市游泳池，
也并非绝对安全 

 “老天哪，�怎么跟

你的爸爸妈妈交��。”���。”��。”�

边，一对耄耋老人几乎是

趴在地上喊。

这是彭湃在某次救援

现场�到的场景，实际上，

在�参与过的不少溺水救救

援任务里，不�爷爷奶奶里，不�爷爷奶奶

们的身影。

彭湃今年已经 61 岁，

是长�市��区�天救长�市��区�天救��区�天救

援队一名志愿者，原在�一名志愿者，原在�，原在�

院工作。为了发挥余热，

2015 年�开始参与��救参与��救��救

援，在 6 年的救援生涯中，

80% 都是水域救援，而生

存人数为 0。

 “每次去捞遗体都很

心酸。” 彭湃�，2017 年

�前，�甚至有过连� 28连� 28

小时处�溺水事故的日子。溺水事故的日子。

 “有一次救上来一个

16 岁的男孩，肚子已经鼓

起来了。”彭湃�，�知道

孩子已经不行了，但孩子

的父母一直在�面前磕头，

没办法，只好全力做心肺

复苏。“其实就是做给爸

妈�的。”��，大部分的，大部分的大部分的

溺水事故都发生在农村，

尤其是爷爷奶奶�护的留

守儿童，或者放假了回老

家的孩子。

但城市里也不是绝对

安全，在彭湃进社区�讲

防溺水知识的课件里，有

一段视频�一名 5 岁的男�一名 5 岁的男一名 5 岁的男

孩在幼儿游泳池游泳，水

深不超过 1 米，突然脚抽

筋了，使劲扑�。�边几�。�边几。�边几

乎人山人海，却没有一个

人发现，最��再也没有，最��再也没有最��再也没有�再也没有再也没有

上来。

“所以�经常告诉孩子

们，游泳池也不是绝对安

全的，家长和同伴�间一

定要相互�着，注意互相

的动态。”彭湃�，很多人

都被�视剧里溺水的场景

误导了，以为人要溺水的

时候声音很大，其实真正

的溺水是无声无息的。

另外，当人在水中出现

抽筋时，其实是有一套自

救方法的，但是小孩子一

紧张，什么都忘了。“并且

这套动作也需要会游泳才

能够操作。所以�一直都

建议，小孩子一定要在大

人�管下，学会游泳。”彭

湃�。

防溺水，衡阳姐妹这样做

“看好小孩，不要靠近水边，小心溺水啊！”伴随着喊声的，还有一声声穿透性极强的锣声——这是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妇联主席向淑云正

在例行巡逻，高温天气伴随着暑假一起来临，为了防止村里的小孩贪凉跑到池塘边玩水，自7月2日以来，向淑云带领村里的16 名妇联执委和村委会成

员组成了巡逻队，每天3 次，在村里巡逻。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衡阳市委�����阳市委����正���近������的这一����，��了“要�好暑��防�成�人溺水的。”衡阳市委�����阳市委����正���近������的这一����，��了“要�好暑��防�成�人溺水的”衡阳市委�����阳市委����正���近������的这一����，��了“要�好暑��防�成�人溺水的��防�成�人溺水的�防�成�人溺水的

人民战争”口号，衡阳市各级妇联纷纷响应，��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联系本土实际，“金点子”频�，奋斗在暑�防溺水一线。

（下接 06 版）

样板

哲桥镇���������������������������������������������������������

白莲村组织执委妈妈结对留�儿童一起学习“防
溺�”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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