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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

春节送上文化大餐
本报讯 通讯员钱丹报道：春节前夕，“幸福赤壁”

2015春节联欢晚会在赤壁市会议中心精彩上演，标志
着该市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系列春节
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该市以春节期间开展文化活动为契机，充分运用
歌舞、小品、诗词、书法、灯谜等传统文化样式，把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融入其中，营造欢度节日、人人践行核
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

目前，该市艺术家、书法家和文艺工作者等，纷纷
深入社区、乡镇，以歌舞、小品、曲艺、快板表演等形式，
为城乡群众及外来务工人员送去节日造福。

爱心元宵节
情暖福利院

4 日，咸安区汀泗桥镇、桂花
镇、横沟桥镇、高桥镇福利院和大
幕乡农村福利院的近 200 名院民
们，分别收到咸宁义工们送来的元
宵节礼物：汤圆、面包、牛奶和衣
服。义工为老人测量血压、聊天，
让他们提前感受到暖暖的节日氛
围。

“囊（您）新年好！给囊（您）拜
个晚年！”义工徐育安在福利院每
见到一名老人，就会热情的上前问
候，双手为爹爹们奉上一支烟，老
人们则回以满面笑容和问好。

市中医院医生周兰和另一名
刚加入义工协会的同事一起，为院
民们测量血压，发现老人血压偏
高，会加以提示。

“自己付出一点点但很有意
义。”加入义工半年时间，周兰利用
空余时间参加了十几次活动，并专
门购买血压测量仪和血糖测量仪，
为老人服务。

在大幕乡福利院，义工们偶遇
前来帮忙搓汤圆的社会爱心人士，
大家和院民们一起，开开心心地搓
汤圆。

一整天的时间，义工带着一颗
真诚的心，在 5 家福利院为老人送
上了价值2000多元的礼物。

记者 陈红菊 摄

市招商局

开展主题学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龚雯雯报道：2月28日，市招商局

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学习活动落
下帷幕。

结合工作实际，该局开展主题学习活动。学习内
容包括《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
见》、《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省委六条意见、咸宁市委七项要求等。

主题学习月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
动员；第二阶段自学；第三阶段集中学习和交流心得体
会;第四阶段总结。

活动方式采取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党员干部
根据局党支部提供的学习资料和目录，自行下载学习，
并做好学习笔记、撰写学习心得体会;由相关同志带领
学习,部分同志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新春走基层

“小姨、小姨，你能帮我把这袋零食打
开么？”2月18日，大年三十，家住咸安的
卢燕再次见到自己的表外甥时，他已经会
说很多话了，不禁感慨时间飞逝。

本来今年，在广州工作的卢燕是不打
算回咸宁过年的，车费难买不说，回家也
待不了几天。可腊月二十七时，妈妈给她
打了个电话，说今年亲戚们都到家里跨
年，如果有时间一定回来。

卢燕想，是啊，都一年没见爸妈和家
里的亲戚了，看到朋友在手机里发的与家
人团聚的照片，自己何尝不想回家呢？于
是，她收拾行囊，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一回到家，家门口贴
了一幅新对联，茶几上全
是糖果和零食，洋溢着过
年的喜庆。

散布在北京、珠海、广

州、深圳的亲戚们都带着孩子来到咸宁，
全家老老小小20多号人都挤在卢燕不宽
敞的家中，虽没开空调，大家还是觉得暖
暖的。

“姐姐，这一关游戏你会通关么？”“燕
燕，在外打拼怎么样？还习惯么？”“卢燕
姐姐，我们来玩‘天黑请闭眼’吧。”……客
厅里，姨父、叔叔们都在谈工作，聊成就；
厨房里，妈妈和姨妈们帮忙洗菜，包饺子，
下厨比手艺；餐厅里，孩子们围坐在一块
玩游戏，嬉笑声传遍了整个家。

不一会儿，一大桌子饭菜做好了，四
代人围坐在一起吃了团圆饭。气氛并不
浓烈，但却有着绵厚的温情，家人之间倾
听彼此，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团圆，是最浓的年味，看着一大家人
和和睦睦的场景，卢燕觉得旅程的辛苦都
是值得的。

今年65岁的余爹爹，家住咸安区汀泗
桥镇洪口村。平日里，两个儿子都在外地
工作，老伴也在小儿子家帮忙带小孩，只
有他一人在家。

2月21日，大年初三，记者来到他家，
发现家里很热闹。原来他的儿子儿媳孙
子们都赶了回来，加上来拜年的亲戚，共
有10多人。

大儿子余道兵告诉记者，年前父亲听
说两个儿子全家都要回家过年，高兴了好
一阵子，还特地腌了20多斤鱼肉。

趁着余爹爹还在睡觉，余道兵决定亲
自给父亲准备早餐。余道兵说，他们好几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这次要让父亲好好休
息一下。

烧了一壶开水，拿出从深圳带回的红
茶和泡茶的器具，等父亲醒了，准备先泡
杯茶给他。随后，余道兵开始准备早餐。

余道兵说，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一
生勤奋。年轻时拼命干农活赚钱养家供
子女读书，如今一人在家从不抱怨，春节
也不主动催儿子们回家过年，怕影响工
作，总是说自己过得很好。

“父亲幸苦了一辈子，春节相聚时间
虽然很短，但我会珍惜每一天。”余爹爹的
小儿子余剑说，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就要
走，要给父亲好好做几顿饭，好好陪陪
他。说话间，只见兄弟两眼里噙满泪水。

9时许，余爹爹起床了，此时他的孙
子、孙女扑向了爷爷的怀抱，余道兵给父
亲泡了一杯事先准备好的红茶，小儿子给
他盛了一碗香喷喷
的肉丸面……

伴随着电视里
的欢乐歌声，余爹爹
一家其乐融融。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记者 黄柱

团圆，是最浓的年味
记者 吴晓莹

让家园更秀美
——看嘉鱼县如何破解“垃圾围村”之困

记者 王恬 特约记者 江开群 通讯员 程宏文 龙钰

日前，记者走进嘉鱼县高铁岭镇，空
气清新自然、草间石畔干净整洁，一列列
生机盎然的绿化树与一排排整齐的垃圾
桶和谐共处。这是该县努力破解“垃圾围
村”问题，建设美丽乡村的缩影。

一
去年年底，嘉鱼县召开绿满嘉鱼行动

动员大会，全县抢抓季节开展冬春造林，
实现“村村绿”，今年计划造林3.68万亩。

嘉鱼县以百里长渠绿化景观带及城
区外环线、京珠连接线等五线通道景观林
工程，潘家湾镇、新街镇的农田防护林工
程等七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为重点，
进行植树造林。

截至目前，全县完成造林1.47万亩，
占任务的40%，完成造林整地2.95万亩，
占任务的80%。

同时，对各镇村组“农村垃圾整治”工

作进行细化，确定“七有目标”：各镇村每2
至3户有一个垃圾桶；每个自然湾有一个
标准垃圾池；每个自然湾有一名保洁员；
每个村至少有两辆垃圾清运车；每个村至
少有两名垃圾清运工；每个村有一个固定
垃圾收集点；每个镇有一个垃圾转运场。

截至目前，该县共组建82支工作队、
300余名机关党员干部进驻全县82个行
政村，扎实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工作。

二
去年底以来，嘉鱼县紧扣“绿色发展”

理念，县委、县政府与各镇、各单位签订责
任状，制定奖惩办法，积极组织“两会”代
表委员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加快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该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乡镇村庄，调
研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进展，并征求群众意
见，干群合力打造“绿满嘉鱼”。

据统计，活动期间，该县“四大家”领
导、县直各部门和各镇主要负责人深入
村、组调研并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清洁家园
义务劳动3次以上。

高铁岭镇开展“清洁家园”活动，整合
国土、农业、环保等部门项目资金，清垃
圾、清沟渠、清乱堆乱放、改水、改电、改
路、改厨、改厕等整治工作，建设了一批示
范村，引导农民自觉美化家园。

新街镇将马鞍山村作为全镇村庄环
境整治示范样板，引导群众投资投劳清洁
整治房前屋后卫生，统一规划临街门店遮
阳棚，在村休闲广场种植绿化苗木，增加
保洁员，并先行投资6000元，统一购置
120个垃圾桶，打造清洁家园示范点。

三
“这次回家，发现我们村里和县城里

一样美，村道干净又整洁，年后都舍不得

再外出打工了！”高铁岭镇村民刘师傅笑
着说，56岁的他正带着孙子在村里的“小
公园”散步。

“以前我们村都是泥巴路，生活垃圾
只能堆在家门口，一到夏天，臭气难忍。”
八斗角村民向巧云对比以前，大赞村庄环
境大变样，简直过上了大城市的生活。

去年以来，八斗角村围绕“绿、美、亮、
硬”做文章，全面掀起村庄美化高潮，打造
宜居乡村。

统一各家房瓦颜色，拆除门前厕所，
整治门前乱堆乱放，安排专职保洁员……

为了保持村子整洁，八斗角村先后投
入150余万元，硬化路面，修理下水道，建
起垃圾处理厂和垃圾池。投入8万元，统
一在向家滩栽种桂花、红叶石兰共1500余
棵；同时，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栽种经济
价值高的风景树，绿化、创收两不误。

归家心切持假证
高速路上被拘留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通讯员黄争光报道：春节前
夕，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一支队咸宁大队查获
一起使用伪造驾驶证的违法行为，并给予当事人拘留
7天的行政处罚。

当日，一辆微型面包车在鄂南收费通道内抢道通
行，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随即上前检查，经过公安
网系统查询比对，司机卢某名下无驾驶证信息，其使用
的驾驶证为伪造证件。

原来，卢某与该车车主胡某相约一起回老家，此前
一直是胡某本人驾车，行至赤壁服务区时，胡某感觉疲
劳，打算休息。但是卢某归家心切，加上家人不断电话
催促，便自告奋勇要求驾车继续赶路。胡某看其确有
一本驾驶证，就让其驾车了，不想刚过鄂南收费站被民
警查获，方知卢某驾驶证是伪造的。

家用电暖宝裂开
烫伤熟睡宝宝脚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柳军霞报道：去年年
底，崇阳县青山镇的吴某因担心宝宝受凉，将刚充电完
毕的电暖宝，放进已经熟睡的宝宝被子里，趁着宝宝睡
觉的空当，抓紧时间去忙家务活。

突然，他听到孩子惨烈的哭叫声，掀开被子一看，
电暖宝已经裂开，滚烫的液体洒满了宝宝嫩嫩的小脚。

经过专业治疗，宝宝的脚保住了，但是医生表示，
由于宝宝只有5个月大，皮肤太过稚嫩，受伤严重的几
个脚趾已经变黑，将可能面临脚趾截肢。

目前，崇阳县工商局、消费者委员会已经介入，正
在进行调查。

市地税局

荣膺“全国文明单位”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胡庆华报道：2月28

日，中央文明委表彰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咸宁市地税局榜上有名，被为“全国文明单
位”。

近年来，市地税局紧紧围绕“依法治税、信息管税、
服务兴税、人才强税、廉洁从税”的工作思路，按照“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在抓好税收工作的同
时，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深化地
税文化和精神文明创建，各项工作有特色、有影响、有
成效。

据悉，市地税局连续4届被授予省级最佳文明单
位称号，同时涌现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要、“全国税
务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全国学习型
先进班组”、“全国巾帼文明岗”、“湖北省五一劳动奖
状”、“全省学习型党组织”等先进集体，涌现出了全国

“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咸宁市劳动模范”，“十佳青年
税官”等先进典型。

5日，温泉路中百仓储广场前，一对父女正在猜灯
谜。当天是元宵佳节，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感受节日
氛围，百余个涉及文学、日常生活、人名、地名的灯谜
吸引了过往市民驻足猜想。 记者 夏正锋 摄

本报讯 记者王凡、特约记者蔡亚
君、通讯员周漓报道：日前，记者在崇阳县
路口镇看到，昔日长满荒草的翠竹岭山，
已被开辟为一片片标准化的油茶基地。

崇阳“八山半水半分田”。可利用的
荒山面积达23万亩。如何从荒山里“挖”
出效益？

该县围绕三大百亿产业发展目标，大

力实施“千百”工程，县建万亩基地，乡建
千亩基地，村建百亩基地，整合林业、国
土、财政等各类涉农资金2亿元，争取农村
土地整治资金1.4亿元，全面铺开“山上再
造”工程，整理荒山为可供种植的耕地，流
转给企业或种植大户深度开发。

为鼓励农业开发，该县出台激励新
政：新栽楠竹、雷竹基地由林业后续产业

项目支持，按每亩500元标准补贴；新建茶
园平整土地由县国土局申报土地占补平
衡项目；鼓励科技人员上山“科技承包”，
期间工资、职务、待遇“三不变”，让其放开
手脚施展才能。

整理后的荒山面貌一新，渐成引商金
山。目前，已有来自福建、浙江等地的50
多位老板携资1.6亿元进驻该县，建设茶

叶、油茶、楠竹、雷竹等林业基地，规划面
积20万亩，现已建成8万亩。仅去年，新
增茶叶 3 万亩、油茶 1.5 万亩、两竹2万
亩。

县委书记杨良锋说，要通过建设一批
规模大、品种优、效益高的产业基地，力争
把全县建成市级三大百亿产业的重点区
域。

瞄准百亿产业 整合涉农资金

崇阳强力推进“山上再造”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