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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中的带头人

“每次巡堤查险，看着胸前佩戴的党
徽，让我更加感觉到作为一名党员肩负的
重要职责与神圣使命。”25日，皮肤晒得黝
黑的赤壁市柳山大堤柳山哨所临时党支部
书记刘电波说，虽然梅雨季节已过，降雨已
停止，但防汛的弦不能松。

柳山大堤，关系着柳山、赤壁、车埠3
个乡镇近10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赤
壁教育局工会主席刘电波带领教育战线的
20多名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在防汛一线，
守卫着大堤安全。

11日上午10时，柳山大堤黄花场发
现一处管涌。接到电话，正在巡堤查险的
刘电波火速赶往现场，仔细勘查险情。在
水利专家提出整险方案后，他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带领临时党支部成员扛石袋、
搬土包，浑身是泥也全然不顾。

为随时监测险情变化，确保万无一失，

刘电波每天都要来险情现场巡察，白天烈
日暴晒，夜晚蚊虫叮咬，可他丝毫不懈怠。

巡堤、查险情、上报，巡堤巡多长、几人
一组、怎么换班、上报给谁……刘电波每天
早上都会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把巡堤工
作安排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

舍小家顾大家

头顶烈日、戴着草帽、沿堤排查……
25日，黄龙大堤劈精哨所临时党支部书记
费亮，依然在忙碌地巡堤查险。费亮是赤
马港办事处党委副书记，这名80后在洪水
面前，生动地阐释了“党员”的含义。

8日下午3时，黄龙大堤劈精垸内出现
一处管涌，直径15公分，情况十分紧急。

一支30多人的抢险突击队迅速赶到，
人群中，一个光着膀子、冲在最前面的年轻
人吸引了大家的视线，只见他肩扛沙袋，猛
吼一声：“我先下。”他就是费亮。

在专注运沙袋的过程中，费亮接到一

个电话，没说多久，他叮嘱了一句：“你带孩
子去医院看一下。”

原来，两天前，费亮的妻子就打来电
话，说家里被水淹了半米多深，水、电都断
了，9岁的女儿拼命哭着，要爸爸回去。

当天，妻子又打来电话，说儿子脚上被
洪水浸泡后布满红疙瘩，要送去医院。

作为父亲，费亮当然牵挂着自己的孩
子，但是他说：“关键时候，作为支部书记，
必须要有铁的纪律。”

面对居高不下的长江水位，费亮已长
达20多天没有回过一次受灾的家里，没有
好好休息过一次。

后勤岗位展风采

“开饭了！开饭了！”“真香啊，有卤毛
豆、卤鸡脚、卤鸡腿，这伙食没得说，多亏了
后勤组的‘娘子军们’！”……25日，在赤壁
市黄龙大堤黄龙垸哨所里，20多名防汛队
员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这些饭菜，出自赤壁市中医院女党员
组成的后勤保障服务队。该医院女党员主
动请缨，自发组成防汛后勤保障服务队，每
3人一组，轮流到黄龙垸等防汛地点下厨，
为防汛突击队员改善伙食。

在这支后勤保障服务队中，38岁的郑
祝萍已经是一名老党员。入汛以来，看着
院里的男同志们都到黄龙大堤上巡堤查险
去了，作为一名女党员，郑祝萍心想：一定
要为防汛做点什么。

其实，这次洪灾，郑祝萍家的房屋都被
淹了，家里一片狼藉，但她还是主动去了防
汛前线。不仅如此，她还将做过厨师的72
岁老父亲张新民带到指挥所做饭。

记者了解到，在这支后勤保障服务队
中，有些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的，
有些是利用下夜班休息时间上堤垸的，有
些是自家遭受了洪涝灾害的，还有些是带
病坚持上岗的……她们克服种种困难，去
完成这项特殊而又神圣的使命。

党旗，在大堤上飘扬
——记赤壁市防汛一线的临时党支部

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贺祖清 吴忠廉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
党旗在飘扬；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党员的身影。

面对汛情考验，赤壁市各
防汛大堤把临时党支部建在
哨所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汛一线
高高飘扬。

咸宁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29日：晴天，偏南风1～2级，27～38℃；30日：晴天，偏南风1～2级，27～38℃；31日：晴天，偏南风1～2级，27～38℃。今天相对湿度：40～80%。

综合新闻

市司法局

培训88名司法鉴定人
本报讯 通讯员李英报道：日前，市司法局组织司

法鉴定人学习新修订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各县市
区司法局司法鉴定工作负责人和司法鉴定人共88人
参加了培训。

据悉，新修订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于5月1日起
正式实施。此次培训旨在认真贯彻该通则，切实落实
有关精神，进一步提高司法鉴定人的执业素质。

培训班邀请了省司法鉴定协会常务理事邹宜林，
为参训学员讲授了《学习修订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体会》。授课内容深入浅出，事例丰富生动，使学员们
对新修订《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6月4日，全国职业院校会计技能大赛
落幕，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蝉联全国第一名。

这是该校连续3年在该比赛中获得一
等奖。作为一所地方职业专科院校能获
此殊荣，与该校“对证教学”办学模式的开
创者——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宋柏良密
不可分。

所谓“对证教学”，是将各项会计专业
技术资格证考试的内容，融入日常教学课
程之中，让学生既能学到扎实的专业技
能，又可以获取较高级别的资格证书。

如今，该院会计专业凭着过硬的教学
质量，学生规模由最初的600多人攀升到
3000多人。宋柏良承担的助理会计师考
试培训任务，学生考试通过率均达95%以
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令人振奋的成绩还有：在初级会计资
格考试中，宋柏良指导的潘震等3名学生

跃入全国金榜（全国160万考生中的前100
名），陈序等12名同学跃入湖北银榜（湖北
省前30名）。

除了潜心钻研业务，宋柏良还注重立
德树人。2009年12月，咸宁职院三名大学
生勇救落水母子，被授予“见义勇为优秀
大学生”光荣称号。

就在事发的头一天，宋柏良刚给包括
他们三个在内的入党积极分子上了一堂
题为“勇于奉献，青春无悔”的党课。看起
来，这是巧合；其实，这是偶然中的必然。
因为，他执教30年来坚持的首要信念是
——教书先育人。

曾有一个毕业生打来电话：“宋老师，
你一直严格要求我们，工作了才体会到你
的良苦用心。守时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
更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

宋柏良严格要求学生，更严格要求自

己。他曾给学生推荐就业，有学生家长出
于感激，送来了谢师费，他婉言谢绝：“这
是我应该做的。”

会计学院建机房，是宋柏良负责。承
建老板想趁十一假期把与合同不符的产
品塞进机房，给他递了一个红包，他不仅
严词拒绝，还放弃假期把机房守得更紧。

会计学院下设的无纸化考场，涉及到
的考试众多，常有人打招呼求照顾，宋柏良
都一口回绝，还规定所有涉及会计方面的
考试，会计专业教师一律不得参与监考。

他常告诫教职员工：“对学生一定要
有三心，即爱心、细心和耐心。

曾经，有一名学生因情感问题出现心
理危机，几度产生自杀念头。宋柏良知道
后耐心地开导，一次次地与该学生谈心。
当时正是毕业实习期，他不放心这名学生
外出实习，便说服从事会计工作的妻子，

让她带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实习。最后，这
名学生成功战胜心理危机，顺利毕业。

在学生眼里，宋柏良让人敬重，值得
信任。然而，在女儿的眼里，他是让人忧
心忡忡的。

宋柏良是一名鼻咽癌患者，2014年5
月病重接受放、化疗，那段时间他仍不忘
思考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他关于“在新生
中试点开设注册会计师班”的设想就是那
时候产生并成为现实的。目前注册会计
师班已正常招生200余人，学风浓厚。

2014年9月，宋柏良出院后马上就回
到工作岗位。女儿哭了：“爸爸，身体是你
的，但是命是我们大家的，你能好好休息
一下吗？”校领导们也劝他以身体为重。

宋柏良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是党员，
是干部，群众都看着呢。既然病好了，该做
的事要做！我不去上班，心里不踏实！”

如今，在宋柏良的影响和带动下，会
计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会
计学院党总支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基层党
组织。

用大爱书写责任担当
——记咸宁职院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宋柏良

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杜兵

鄂南先锋

送清凉到工地
27日，大泉路改造工程咸安区汀泗桥

段，区总工会将矿泉水、绿豆、仁丹等解暑
用品送到一线作业的工人手里。

当天，区总工会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深入工地、企业、四邑江堤等地，给一
线作业工人和守堤干群送去清凉。

记 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周常林 摄

“老吴，你们合作社需要的消毒剂我们
全部配送到位了，抓紧时间给鱼塘消毒蓄
水。”28日上午，骄阳似火，室外温度近40
度。在通城沙堆镇堆山村，县水产局工程
师马和平带领技术指导小组，穿梭在该村
清明水产养殖合作社9名养殖户近20口鱼
塘间，现场跟踪鱼塘整修进展，提供鱼塘消
毒、蓄水、补投等技术指导。

“中饭之后再增加两台挖机，一台翻
挖塘底淤泥、清淤消毒，一台整修护坡和溃
口。”老吴，清明水产养殖合作社理事长吴
清明，正在调集设备，保证合作社所有鱼塘
的整修、复产进度。

嫌戴着草帽碍事，吴清明扯下草帽扔
在一边，顺手抄起铁锹，和师傅们一起和砂
浆、砌护坡。

该合作社有养殖基地400余亩，在17

日的特大暴雨中，几乎所有鱼塘均出现漫
坝，还出现18处溃口，直接损失50余万元。

灾害面前，吴清明没有退缩，他带领养
殖户们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合作社自筹资
金10余万元，调集设备，整修鱼塘。

困难面前，县水产局的专家、技术员赶
来了：指导鱼塘修复方案，赠送消毒药剂协
助鱼塘消毒；联系咸安、武汉等周边地区的
养殖企业，组织调集名优鱼苗；鱼塘消毒，
鱼苗补投，一场复产保效益的水产养殖保
卫战紧张展开。

“你跟合作社的养殖户们讲清楚，鱼塘
恢复一口，我们就补投一口塘的鱼苗。我
们多跑几趟没关系，鱼苗补投越早越好。
月底之前补苗到位，下半年见效益绝对没
问题。”鱼塘边上，县水产局局长葛雄斌和
吴清明的双手紧握在一起，坚定有力。

抢投鱼苗保效益
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孔望甫

28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长江防汛前
线指挥部两湖围堤督导组成员张才保、严
潮和司机石圣贤就出发去巡检了。这个
星期，他们每天都是这个点出发。

“斧头湖和西凉湖的水位一天不降，
我们督导组就没一人能安稳睡觉！”张才
保说。他是两湖围堤督导组组长，也是市
水产局的党组书记，这些天，他把办公室
和家都搬到了前指。

为了长江堤防安危，市河道堤防管理
局更是“举家搬迁”，将近一半干部职工都
驻守在前指。局长吴伟明肩负防汛技术
和督查工作的重任，他每天带领技术督查
组成员，对各堤段逐个进行检查、登记入
册；对防汛物料及时进行修补填充，参与
防汛预案和防汛值班安排；针对各大险
情，他总是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处置……

前指办公室内，电话机、传真机24小
时不停歇，工作簿、通讯本、防汛预案、汛
前检查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面上。
工作人员每天及时将水、雨、工情、险情及
抢险物料等情况收集、统计和上报。

后勤保障组只有3个人，指挥部几十
个人的生活全靠他们安排照料。他们当
中，有的小孩还只有一岁多，但一听说防
汛，就立即放下家中的事，赶了过来……

“防汛是天大的事，我们不能有丝毫
懈怠！”长江防汛前线指挥部指挥长杨良
锋多次强调，要把防汛作为首要工作来
抓。他多次忍着病痛冒着酷暑上堤巡检，
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受灾农户生产自救。

作为长江堤防的“守护者”，这些党员
干部时刻紧绷防汛弦，兢兢业业地默默奉
献着，日复一日地坚守着……

人人紧绷防汛弦
见习记者 马丽娅

市纪检监察机关

开展向祝克中同志学习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蒋扬眉报道：28日上

午，市纪检监察机关召开向祝克中同志学习动员会。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祝克中同志是“三严三实”“两学一做”
的忠实践行者，是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的时代
先锋，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纪检
监察干部之歌。市委决定，追授祝克中同志“全市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市纪委决定，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深
入开展向祝克中同志学习活动。

会议要求，学习祝克中，要学习他克己奉公、忠于
职守的政治定力；学习他爱岗敬业、勤于践悟的工匠精
神；学习他动真碰硬、敢于亮剑的责任担当；学习他崇
廉拒腐、严于律己的从政操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和
全市“双宣讲”全覆盖活动，掀起学习祝克中同志先进
事迹的热潮，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学到要处、思到远
处、践到实处、悟到深处，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忠诚
于党、忠诚于人民，勇于担当、干净做事，引导广大纪检
监察干部聚焦中心任务、发挥职能作用，始终不忘初
心，继续砥砺前行，为咸宁加快实现绿色崛起、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强调

推进“两个责任”持续落实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蒋扬眉报道：28日，市

纪委监察局召开全市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程良胜指出，上半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
中央纪委、省纪委和市委决策部署，紧扣“两个责任”落
实，以钉钉子精神聚焦作风建设，积极践行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不断深化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强化队伍建设，推动全市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程良胜要求，下半年工作要有布置、有督查、有通
报、有问责，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绩效考核取得好成绩。
要围绕服务大局，推进“两个责任”持续落实，以贯彻执
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契机，深入落实牛鼻子“四
级递进论”，切实拧紧“定责、聚责、评责、考责、问责”的
责任链条；要围绕正风肃纪，继续盯住关键节点和重点
问题加强监督，盯住新动向新变种露头就打，盯住顶风
违纪行为坚决查处，推动新风正气成为习惯；要围绕执
纪审查，推进“四种形态”综合运用，加大惩处力度，强
化办案安全。

程良胜强调，纪检监察工作岗位重要，纪检监察干
部身份特殊，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学思践悟，善于总
结、善于提高，保持定力和韧劲，确保“在岗位、在状态、
在前面”。

我市“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8月1日起试运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胡海报道：昨日，

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悉，从8月1日起，我市将在互联
网上试运行“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市民实名
注册面签后，可在网上办理考试预约、补证换证、交通
违法处理等3项业务。

平台试运行期间，市民需在互联网（网址：http：//
hb.122.gov.cn.）或手机APP平台“交管12123”实名注
册，并携带本人身份证到市交警支队车管所一楼办事
大厅办理面签，才能在网上办理相应业务。下一步，办
理面签的场所将逐步向县市交警大队铺开。

平台试运行期间，市民可以在网上办理考试预约、
补证换证、交通违法处理3项业务，今年年底前，交警
部门将分批次、分步骤地开通互联网选号、机动车检验
预约、异地考试预约等其他15项业务。

深圳海王集团

向我市捐赠救灾物资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骆尧报道：“洪水无

情，海王有爱！咸宁的灾情时刻牵动着我们3万员工
的心。”28日，深圳海王集团总裁刘占军向市领导曾国
平、镇方松转交了价值180万元的消毒防护药品和20
万元现金，支援我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今年7月以来，我市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
140万人、157万亩农作物受灾，2000间房屋倒塌，经济
损失达38.9亿元。深圳海王集团第一时间联系我市相
关部门，希望为我市抗洪救灾奉献力量。

深圳海王集团是中国医药健康产业最大的民营企
业。2013年，我市与海王集团先后签订医药产业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正式投资协议，海王集团计划将全国十
大保健品生产基地的湖北基地落户于咸宁高新区，把
咸宁定为海王仿制药国内生产基地之一。目前，投资
3亿元的生产基地基本建成，有望年底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