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一台电脑，一摞案卷，一个水杯，
“共产党员示范岗”铭牌上的徐建军不
苟言笑。走进赤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五中队指导员徐建军生前的办公室，
回忆他单一的人生轨迹和俭朴的生活
作风，同事们忍不住热泪盈眶。

从警33年，办的大小案件数不清

6月30日起，赤壁市连降特大暴
雨，徐建军连续7天7夜在办公室值
守、防汛备勤。

7月7日，徐建军突发脑溢血倒
在办公室。

“7日上午，我们正在处理一起绑架
案，突然间发现老徐说话开始词不达意，
大家连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

赤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卢文辉

介绍，市局召开防汛专题会后，徐建
军主动报名参加突击队，要求参加一线
防汛抢险。考虑到他一年前做过心脏搭
桥手术，还患有高血压，领导对他说：

“你年纪大了，不用24小时在岗。”长
期值班的徐建军连声拒绝：“不了，在
办公室睡习惯了，回家也睡不着。”

徐建军1965年出生，18岁从警，
31年工作在刑警岗位上，被同事们称
为“咸宁资格最老的在岗刑警”。

2013年前，徐建军在刑侦重案中
队办的大小案件数不清。

老战友、赤壁市刑侦大队教导员
周功明记得，1991年他刚刚调到刑警
队时，参与对柳山湖镇一涉嫌抢劫、盗
窃犯罪团伙的抓捕行动。审讯时，他
不知从何下手，徐建军手把手教他如

何审讯、做笔录，使案件迅速侦破。
老战友、通城县副县长、公安局

长田红强记得，某年8月底，为了破获
一起系列奸淫幼女案，他和徐建军扮
成游客，一连在烈士陵园蹲守了 6
天。抓获犯罪嫌疑人已是下午3点，
是家人喊徐建军回去吃饭，才知道当
天是他的生日。

在大家的记忆中，和徐建军一起办
案，他总是不怕“吃亏”，脏活累活抢着干。

老战友、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魏
清记得，2009年除夕，重案中队接到
线索，犯罪嫌疑人可能在湖南澧陵，
徐建军接到通知二话不说就来到警
队。在当地住10元一晚的小旅社、吃
泡面，蹲守3天，终于将嫌犯带回。

大家记得，2009年11月，中伙铺

发生强奸杀人案，破案后，为了寻找
死者尸体，徐建军在奇臭无比的垃圾
堆里翻扒了一个多小时。同事鲁斌
提出来换换手，他却说：这脏活你们
年轻人干不了，硬是一个人把尸体挖
了出来。事后，徐建军躺在一边半天
才缓过气来。

田红强对当年与徐建军一起抗
洪抢险的日子历历在目。1999年，车
埠镇盘石垸溃口，他和徐建军发现溃
口处一栋民房上，一位老人趴在阁楼
呼救。水流湍急，房子随时可能倒
塌。徐建军说：我去！你们等着。他
爬进阁楼的小窗将老人救出，不一
会，民房轰然倒塌。

平凡之中，徐建军用33年书写了
对工作的热爱。 （下转第六版）

初心不改孺子情
——追记因公殉职的赤壁刑警徐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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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身份 作承诺 当先锋

全市党员干部投身抗洪抢险一线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程

懿君报道：13日，咸安区114名党员
在长江四邑公堤咸安段面对洪水重
温入党誓词。当天，咸安区组织329
人的防汛队伍驻防四邑公堤，现场成
立的临时党支部要求党员亮身份、作
承诺、当先锋。

近段时间，全市防汛形势严峻。
市领导驻守市防汛指挥部，研判当天
雨情、水情，先后16次召开防汛会商
会，常常部署工作到深夜；长江防汛
前线指挥部在四邑公堤边成立，分管
领导靠前指挥；7月9日下午，我市启
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将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市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协调
小组发出通知，在抗洪救灾中开展

“我们在一起”活动。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坚守岗位，始终战斗在防汛抢险
第一线；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靠前
指挥，投身到抗灾救灾最前沿。

我市广大党员冲锋在前、战斗在
前，哪里工作最艰苦、哪里灾情最严
重、哪里群众最需要，哪里就有党员
的身影。市、县驻村扶贫工作队就地
转为抢险突击队，开展抢险救援。市
直机关组建了一支350人的防汛抢险
突击营，依部队建制，奔赴抗洪一线
抢险救灾。

一批有防汛经验的老党员、老专

家重新走上堤防。赤壁市水利局原
副局长、防办主任胡新明已退休数
年，不顾去年才做完肺癌局部切除手
术，毅然返回防汛一线。在他的带动
下，该局退休党员干部纷纷返岗，组
建成“退休老党员先锋岗”，随时提供
技术指导。

一批党员干部舍小家、顾大家，
在防汛救灾一线演绎了感人的故
事。向阳湖围垸防汛指挥所副指挥
长周永定自4日上堤以来，先后接到
父亲中风住院、家中被淹近1米的消
息，但他一直坚守在防汛第一线；簰
洲湾镇后垸分指挥部指挥长杨金琪
驻守江堤14天不离寸步，累得说不出

话，而丈夫龙继学也带着民兵抢险突
击队在斧头湖抢险救灾，成为防汛一
线的夫妻档。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将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危难关头始
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各级农业
部门组织3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卫生部门成
立20支医疗小分队、30支防疫消毒
小分队，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民政
部门紧急调拨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
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
时住所、有病能及时得到医治。基层
广大党员干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
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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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 丙申年六月十二（今日8版）

第11246期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地址：湖北咸宁温泉路26号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刘文景 责任编辑：邓昌炉

中共咸宁市委统战部、咸宁市光
彩事业促进会研究决定，今年继续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同心·光彩助学”活
动，对经济困难家庭大学生（2016年应
届高中毕业并被大学录取的）予以资
助。活动详情请登陆中共咸宁市委统
一战线工作部网站：www.xntzb.gov.
cn进行了解。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
毕业学校（高中）申请。

为弘扬光彩精神，号召社会各界
团体组织、民营企业、爱心人士踊跃捐
款，捐款情况将在中共咸宁市委统战

部网站进行公告。捐款时请注明“同
心·光彩助学”捐款。

账户名：咸宁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账 号：42001695240050001570
开户行：建行咸宁分行
联系人：龚清华
联系电话：0715-8126645
18972840926

中共咸宁市委统战部
咸宁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016年7月5日

一、鄂南高中招生计划：
①指令性计划；②国际实验班
二、招生细则：
1、指令性计划招生：凡已填报我校志愿且达

到我校投档分数线的学生，请保持联系渠道畅
通。录取结果出来后，我校将通知录取学生在
2016年7月14日至16日来我校办理录取手续。
各县市区投档分数线如下：

赤壁：553分 崇阳：538分 咸安：552分
通城：536分 嘉鱼：531分 通山：544分
该投档线按照各县市区前150名划定，在每个

县市区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只录取80人。
温泉城区统招线462分，按志愿从高分到低

分投档，额满为止。
2、国际实验班：
招生规模：100人（面向全市）

录取对象：2016年中考分数符合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相关规定，并填报我校“国际实验班”志愿。

录取原则：根据志愿按照由高分到低分的原
则，并按缴费先后办理入学手续，额满为止。

收费标准：严格按照省、市物价部门核定标
准执行。

招录时间：2016年7月14日——7月16日，逾
期未办理相关手续视为放弃我校国际实验班志愿。

招录地点：鄂南高中信息大楼一楼
联 系 电 话 ：13972810663（徐 老 师）、

15272676274（黄老师）
办理手续时，学生或家长需带齐准考证、户

口本，不得代办。
如有疑问，请于7月14日至16日来我校信

息楼一楼咨询。
湖北省鄂南高级中学

鄂南高中2016年招生工作通告 “同心·光彩助学”活动公告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
程芩、梁晶报道：12日，新疆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发来慰问
电，慰问我市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
的干部群众，并捐款20万元，支持
我市抗洪救灾。

温泉县是我市对口支援建设
县。自2010年起，我市从人才、
项目、资金等多方面持续给予温
泉县支持和帮助，至2015年底，
全市累计安排“双层全覆盖”资金

300万元，实现了咸宁县市区与温
泉县镇乡场的无缝对接。一批批
教育、医疗、人才培训项目、招商
企业为温泉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贡献，两地人民结下了深厚
情谊。

近期，连日强降雨使我市部分
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灾情
牵动着远隔万里的温泉县7.53万
各族人民。咸宁人民万众一心，众
志成城，抗洪救灾的拼搏精神也深

深感动着温泉县干部群众。
慰问信中，温泉县委、县政府

向咸宁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注和诚
挚的慰问，向参加抗洪救灾的广
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致以崇高
的敬意！慰问信说：我们坚信，在
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奋勇拼搏下，
咸宁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
园，夺取防汛抗洪救灾的全面胜
利！

新疆温泉县向我市发来慰问电并捐款

大灾之中见真情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员李智丽报
道：7月12日至14日，省委决策支持办公室主
任、省人大常委吕东升率省委调研组一行来
咸，就绿色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明介绍有关工作情况，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汉桥主持座谈会。

调研期间，吕东升一行先后赴咸嘉临港
新城小康社区、四邑新村、潘家湾镇蔬菜交易
中心、嘉鱼长江大桥项目、嘉沃农机大市场、
官桥油茶产业基地、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洪盛
模具、碧桂园小高层农民安置点、梓山湖汽车
露营公园、华师大附属梓山湖学校、城铁贺胜
东站中华鸡汤小镇、基金小镇、香泉映月工程
项目、永安阁景区工程项目、合加环保、南玻
玻璃、奥瑞金二期、“光谷南”产业基地、湖北
商贸学院、喜马拉雅电子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要求，切实把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灵魂、融入血液、落实到行动上，突出发展规
划引领、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加快绿色空间建
设、强化生态系统修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探索“五化”协同发展、“两型”融合推进的绿
色崛起之路，呈现出“火热蓬勃、亮点纷呈、东
风浩荡、香气弥漫”的生动局面。

吕东升充分肯定市委、市政府在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吹响绿色发展集结号
后，不负使命，扎实工作，成效卓著。他说，咸
宁绿色发展理念超前、发展规划超前、转型步
伐坚实。在全国率先编制出台绿色发展规
划，系统谋划绿色崛起的目标体系、开放体
系、产业体系、环境体系、保障体系，为全国生
态文明体系建设提供了镜鉴；“光谷南”产业
基地、永安阁景区、香泉映月等工程项目建设
大智慧、大气魄、大手笔，形成了绿色发展的
可喜局面；竹循环经济产业园集社会、政治、
经济、生态效益于一体，在全国范围而言也具
有革命性意义，喜马拉雅电子的氢燃料电池
实验达成突破性进展，也是新能源方面的革
命性突破，咸宁绿色发展转型步伐之坚之大
之实，令人高兴，让人震憾。

调研组在与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
谈时，详细了解推进绿色发展面临的困难问
题，征求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意见建
议，表示要认真吸纳咸宁绿色发展的主要做法
经验，加快制定省级绿色发展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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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渠除险
14日，嘉鱼县百里长渠簰洲湾刘

家堤段，市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组织
水利专家和当地干群一起处理管涌
险情。

上午九时许，簰洲湾镇刘家堤村
4组村民夏木保巡堤发现门前的长渠
出现翻沙鼓水，立即上报。市长江防
汛前线指挥部立即调派出80余人投
入抢险，经过5个多小时的奋战，险情
得到控制。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江开群
见习记者 马丽娅 摄

“一二三走，一二三走，好
了，继续……”

“大家加把劲，今天一定要
完成任务……”

昨日下午 2点半，大雨滂
沱，咸安区向阳湖围垸斧头湖
大堤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该区的一千名干部群众，正冒
雨抢筑堤坝。

官埠桥镇泉湖村60岁的聂
国庆，拎着一袋沙土健步如飞，
仔细码好，继续运送，一遍又一
遍……

歇气的间隙，聂国庆说，防
汛是天大的事，现在是和时间
赛跑，累点没有关系。喝了几
口水后，他继续投入“战斗”。

区城管局副局长晏力平，

双手沾满泥巴，雨水和汗水在
脸上交汇。区交通局副局长刘
顺清，边运土方，边以喊口号的
方式给队员们鼓劲。

当日下午 5 时，斧头湖水
位 23.97 米，超保证水位 0.03
米。为迎战新一轮降雨，咸安
区紧急组织700名来自区直单
位防汛突击队的队员，与 300
名乡镇基干民兵一起，抢筑堤
坝，将 3.8 公里险段整体加高
0.5米。

截至当天晚上10时，完成
了1.6公里险段的加高加固，剩
下部分第二天继续完成。

官埠桥镇防汛指挥部政委
王煜说，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
一定能安全度汛。

抢筑堤坝
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李旻媛 通讯员 陈传高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敖琼报道：昨日，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吴晖在市防指
召开防汛会商会，进一步安排
部署全市防汛抗灾工作，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加强防范，有效应对，确
保安全度汛。

会商会上，市防办、气象、
水文等部门分别通报了我市前
段时间水情、汛情、险情、灾情
等情况，以及未来水雨汛情形
势。预计未来两天，受高空槽
东移以及中低层切变线影响，
我市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

会议指出，新一轮强降雨
即将来临，各级各地要充分认
清当前防汛形势的复杂性，继
续做好打恶仗、打硬仗、打持久
战的各项准备，坚持“立足于
防、着力于抢”，发扬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克服掉

以轻心、麻痹松懈的思想，把防
汛各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要
加密会商，实时监测雨情、水
情、工情，做到科学预报、及时
预测、主动预警，掌控防汛抗灾
主动权。

会议强调，长江各堤段要加
大巡堤查险力度，发现险情要及
时处理、科学处置、及时上报，统
筹安排除险。要充实专家力量及
时科学研判重点险工险段情况，
提供处置散浸管涌、塌方漫堤、穿
堤建筑物、泵站高水位运行的技
术指导。重点湖泊要按照历史
最高水位的标准抓紧抢筑子
堤，确保斧头湖、西凉湖、黄盖
湖等湖泊围堤安全。进一步备
齐备足防汛物资，及时检修排
涝设备，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进一步压实各项工作责任，完善
各项应急预案，做好突发险情的应
对工作，确保科学防汛、有序防汛。

吴晖在防汛会商会上要求

加强防范 有效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