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组稿：叶勍 宋必龙 黄富清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6年7月22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余家桥财经所

积极服务农村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汤晓舟报道：日前，赤壁市余家桥财

经所以“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引领干部职工服务农业和农村发展。

为发挥乡镇财经所职能，接地气做好惠民工作，该所
全体党员坚持从小事抓起，不断加强对新政策的学习，准
确把握新形势下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要求，积极运用大数
据比对，协调推进农业保护补贴、专管员制度建设、乡镇财
务协调审计、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等涉农工作，以政策
落实助农民致富，促农村更美。

连日来，赤壁市各地各部门本着一手
抓防汛抢险、一手抓生产自救的工作要求，
不等不靠，在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的
同时，广泛动员乡镇村组党员干部和群众，
与涉农部门一道深入受灾村组农户，想方设
法抢排渍水、抢抓补种、加强田间管理、搞好
技术服务，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上图：社会各界向灾区捐赠化肥、种
子、农药等生产物资。

右图：植保专业合作社深入田间开展
机防服务。 通讯员 赤轩 摄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危难时刻显本色
——柳山湖镇干群合力抗洪抢险侧记

通讯员 黄富清 王莹 刘倩

省公安治安总队

驰援赤壁防汛抗洪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

黄龙大堤迎来了一支特殊的抗洪救灾队伍——省公安厅治
安总队的防汛抢险突击队，与广大赤壁人民一同坚守在防
汛第一线，共同守护琅珰湖堤段的安全。

黄龙大堤琅珰湖段，承担着赤马港办事处4个村（社
区）、2万余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7月3日开始的连续强
降雨，造成该堤段水位最高达到33.45米，形势十分严峻。

为支援赤壁市防汛抗洪工作，省公安厅专门指派治安
总队组建防汛突击队，赶赴赤壁市黄龙大堤琅珰湖段参与
防汛抗洪。

目前，该防汛突击队的18名队员，正按照赤壁防指的
统一部署，24小时不间断地对所负责堤段进行巡查。

赤壁经济开发区

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连日来，赤壁经济开发区围

绕一手抓防汛、一手抓项目建设的工作目标，组织辖内各企
业抢抓机遇、跨越发展，以确保工业生产的稳定增长，支持
全市抗洪救灾工作。

为确保完成全年既定发展目标，该开发区在深入企业
排忧解难，优化发展环境的同时，着力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园区环境建设以及生产投入等方面寻求新突破，引导
企业加强营销，扩大生产销售渠道，推动农业损失工业补。

目前，该开发区不仅华舟应急交通产业园1号车间和
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完工，2号涂装车间正在进行地勘和车
间主题建设，而且维达力实业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建设已经
完工，并进入试生产阶段。同时，湖北三盛刀锯有限公司总
投资4000万元的项目建设已经启动，赤壁长城碳素制品有
限公司的煅烧车间、成型车间、化验室、办公楼、生活设施等
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部完成并投入生产使用，预计年销售收
入可达4亿元，实现利税2000万元。

赤壁质监局

加强电梯安全监管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南山、周丽报道：“电梯恢

复运行，回家再也不用爬楼梯了，真是感谢质监人员的及时
监管。”13日，家住赤壁市城区一小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前
段时间水漫小区，电梯被迫停行，十几层高楼房每天靠步行。

7月3日晚，赤壁突降大暴雨，持续降雨造成城区内涝
严重，地势较低的居民小区被淹，电梯井道进水。为防止电
梯安全事故，该市质监局迅速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工作，并在积水排除后迅速督促电梯维护单位，认真进
行检测和维护，及时更换受损零部件，保障电梯尽快重新启
动。同时，向社会公开热线电话，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发
现险情随叫随到。

截止13日，赤壁市内18个居民小区的130部涉水停运
电梯，已经过质监部门安全检测后，全部恢复正常运行。

赤壁国土防汛突击队

坚守一线抗洪抢险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卢静报道：13日清晨，连续暴

雨造成赤壁市黄盖湖水位持续暴涨，大堤多处地段出现溢
水险情。该市国土局接到市防汛办派员救援指令后，在不
影响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监控和防范的前提下，从局机关紧
急抽调8名党员，争分夺秒赶赴大堤，协助当地村民加固险
情堤坝。

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共挖土填砂500立方米，
垒砌沙包700余个，加固堤坝160米。

据悉，该突击队是该局派出的第二支防汛突击队。目
前，该局已有50余名党员干部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

入汛期以来，赤壁市柳山湖镇12个
基层党组织、453名党员和广大群众一
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不怕疲劳，连续
作战，以舍小家顾大家、轻伤不下火线的
情怀，坚守在抗洪抢险救灾第一线，用实
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

迅速行动：吹响抢险集结号

7月11日上午10时32分，防汛人员
在柳山大堤黄花场段巡查排险时，发现桩
号1+850距堤脚350米处有一个直径0.3
米的管涌。

险情就是命令。柳山湖镇党委书记
陈水波得悉情况后，一面紧急向上级防指
汇报，一面组织技术人员在镇党委班子成
员的带领下，与110名群众一起迅速投入
抢险。

按照修筑围堰、蓄水反压和三级导滤
的处置要求，经过连续20多个小时的紧
张奋战，至12日下午5时，险情终于得到
有效控制。

镇民政办主任郑新明，在地表温度逼
近40度的情况下，仍带领20多名党员干
部在柳山大堤沿线4.75公里进行砍青扫
障，气温把自己的血压逼到了高压180、
低压120，但他仅是把原来每天呑服2颗
降血压药的药量，增加到一日4颗，仍然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有这样身先士卒的镇领导，再大的
洪水也冲不垮我们的堤坝！”14日晚，腊
里山村三组几位老人一边纳凉，一边议论
着当前的汛情，对镇领导既是指挥员、又
当战斗员，与群众一起扛石袋、搬土包的
抗洪抢险表现纷纷点赞。

紧急驰援：干群同心斗洪魔

7月4日11时，柳山湖镇团山村村干
部徐朝辉在巡查灌溉渠道时，发现该村三
号桥范围内的渠道水量暴涨，渠道上的涵
闸随时有被冲毁的危险。

他一边及时向上汇报，一边迅速掉头
回村里寻找修补材料，并叫来3名年轻力
壮的村民，带着用实木制作好的临时挡水
板，赶到渠道涵闸。此时，只见湍急的水
流已经上涨了近1米。

“现在水流急，会很危险，但必须下水
安装挡水板。”徐朝辉说罢，身先士卒跳入
水中。随行的3名年轻村民见状，也义无
反顾地下水安装挡水板……

“看到徐朝辉跳进水里的时候，很为
他担心，当时水流急，而且已经快淹到他
胸口了。”事后闻讯赶到的三组村民金学
元说，在徐朝辉的影响带动下，他和随后
赶到的10多位村民一起，自发加入到抗
洪抢险中，装土的装土，扛土包的扛土包，
仅用不到4个小时，就排除了险情。

不等不靠：恢复生产走在前

据统计，强降雨造成柳山湖镇9669
人受灾，24528 亩农田被淹，成灾面积
15200亩，绝收9720亩，直接经济损失达
1500多万元。

面对灾难，该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充分发挥“主心骨”作用，招之即来，来
之能战，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总是
冲在第一梯队，以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攻坚
战的实际成果，检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成效。

灾情发生后，柳山湖镇党员干部不等
不靠，积极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村
逐户核对灾情，主动与相关部门对接，确
保核灾报灾及时准确。同时，积极发动群
众清运稻田、菜地中的淤泥，并对稻田沟
渠等进行清毒杀菌。

为切实把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该镇按照“中稻损失晚稻补，水田损失旱
地补，农业损失工业补，工业损失副业补”
的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受灾群众恢复生
产，对受损严重的农田和菜地进行补种、
换种，抢种晚稻，抢补菜苗。同时，加大内
涝排渍力度、并强化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
巡查、排查、值守力度，防止次生灾害发
生。

目前，该镇不管是在柳山大堤、田间
地头，还是房前屋后，到处是清新整洁、绿
意盎然的景象，村民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赤壁疾控中心

给水浸小区“消毒”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黄笛、宋明亮报道：15日，赤壁

市疾控中心23名工作人员深入城东，对污水处理厂厂房和
西湖国际广场建筑工地办公区、生活区进行消毒，以消除传
染病源隐患。

7月以来的洪涝灾害中，赤壁城东污水处理厂由于地
势较低，受到严重影响，机械设备、施工材料全部浸泡在深
达4米的洪水中。

洪水退去后，赤壁市疾控中心迅速成立应急小分队，按
照“洪水退到哪，消毒跟到哪”的工作原则，第一时间深入城
区退水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公共场所开展消杀
除毒工作。

仅15日一天，该中心应急小分队就完成消毒面积8.5
万平方米，消毒垃圾1.5吨；杀虫面积0.5万平方米，使用漂
白粉115公斤。

“未来3小时，赤壁市将有100毫米
以上降水。”17日10时许，赤壁市法院抗
洪抢险突击队队员的手机都接收到了这
样一条暴雨红色预警信息。

赤壁市法院抗洪抢险突击队负责守
护的大堤，在赤马港办事处四清垸2300
米的堤段上。由于连续10余天的持续高
水位浸泡，大堤已先后出现过多处管涌和
散浸险情。为了确保大堤安全，需要提前
预备好抢险必需物资。

“水位一天不退，我们一天不撤。只

要我们人在，就要确保大堤安全。”该法院
党组成员周亦元接到信息后，立即赶到大
堤参加备战。

该院审监庭书记员马洪光，是第一批
来到堤段参加防汛的突击队员，已连续在
大堤坚守了16天。上堤前，正值家里被
城区渍水围困，他来不及帮助家人转移，
只对妻子说了五个字：“照顾好家里”，就
匆匆和队员们一起奔赴防汛一线。

“我参加过多年的防洪抢险，对处理
各种险情有些经验。”法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任文胜，虽然双腿曾经多处骨折，但在
组建抗洪抢险突击队时，第一个就报了
名。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队员
们关切地对任文胜说：“您腿上有伤，还是
提前回去吧！”

任文胜笑了笑：“只要能够保住大堤，
不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损失，我这条腿
就算丟了也是值得的。”

当天，这些勇于担当的抗洪抢险突击
队员与四清村赶来支援的村民一起，在烈

日下紧急装袋、抢运砂石，累计备下砂石、
土包2000余包。

13时20分，大雨如期而至。瓢泼的
大雨瞬间就将地面淹成河流，由于措施到
位，处置及时，暴雨下的大堤安然无恙。

据统计，在坚守大堤的 16 个昼夜
里，赤壁法院抗洪抢险突击队，先后处置
管涌、管涌群及散浸11处，抢修塌方一
处，搬运碎石、细沙及土包共27000多
包，以实际行动兑现了“人在堤在”的庄
严承诺。

大堤上，有支法官突击队
通讯员 申鸣

日前，在赤壁市柳山大堤，传颂着一
个“巾帼不让须眉”的感人故事：在灾害
面前，一名年轻女党员毫不逊色，用非凡
的勇气和扎实的工作赢得了群众的一致
认可。她就是团山村妇代会主任黄洁。

1989年8月出生的黄洁，2014年大
学毕业回村，成为柳山湖镇最年轻的村
妇代会主任。

入汛以来的连续强降雨，使团山村的
稻田受灾严重，田间小路全部被淹，出行
十分困难和危险。为了准确核实灾情，黄
洁每天冒着大雨，面对可能感染血吸虫病
的危险，赤足深入田间挨家挨户核灾。

看到村支部书记年纪偏大，身体不
好，黄洁主动请缨，带领村里20个男劳
力，担负起柳山大堤的巡堤查险任务。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次洪灾，她家的
10余亩农田和22亩龙虾塘被淹，损失严
重。由于其爱人远在深圳工作，她就把
刚满四岁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照护，自己
仍然坚守在防汛救灾一线。

看到黄洁一连几天都工作在堤上，
大家劝她回家看看，可她把头一摆，坚定
地说：“既然一起上堤，就要一起回去，干
工作不分性别，你们男同志能干的，我们
女同志照样行！”

13日，在赤壁市黄盖湖镇防汛指挥
部发生了令人感动的一幕。

下午2时，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走进
指挥部，开门见山地说：“得知家乡发生
洪涝灾害，我来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
说着，将3万元现金交到指挥部值班人员
的手中。

没有过多的寒喧、没有自我介绍，还
没等指挥部领导赶来时，这位不留姓名
的“好男儿”就已匆匆离去。

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这个青年名
叫孙魏。父母早年从黄盖湖砖瓦厂下岗
后，都已外出务工。孙魏高中毕业后也

离开家乡去了深圳。目前，其全家无一
人在黄盖湖居住。

熟悉的人说，经过几年的打拼，孙魏
在深圳创办了自己的“范儿科技电子
厂”。日前正在北京洽谈业务的他，通过
电视了解到家乡遭受洪涝灾害后，便在
返回深圳的途中，特地从赤壁下车，赶回
黄盖湖镇，把自己随身携带的3万元现金
全部捐了出来。

当笔者电话联系上孙魏时，得知他
已回到了深圳，并表示将动员在深圳工
作的同乡，共同为家乡抗洪救灾出一把
力。

巡堤查险的“女汉子”
通讯员 贺祖清 王鸿

捐资救灾的“好男儿”
通讯员 朱言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