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热心助学
12日，咸安区马桥镇举行助学义

捐活动，为当地贫困学子捐资助学。
从2004年开始，咸安区各地积极

开展帮助贫困学子活动，号召社会各
界倾情关爱困难家庭子女，解决他们
上学困难。截至目前，累计筹集助学
资金913万元，让1100名贫困学子圆
了读书梦。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钱小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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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荆楚行

6月8日，由文化部、省人民
政府主办，宜昌市人民政府参与
承办的201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
节在宜昌拉开序幕。海内外嘉
宾齐聚“中国诗歌之城”宜昌，品
味传统端午习俗，祭奠伟大诗人
屈原。

近年来，宜昌市委市政府以
大视野、大气度，通过举办重大
节庆文化活动，铸就了诗歌之
城、读书之城等一批响亮的城市

文化品牌，启动了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全城诵诗，诗歌之城孕灵气
“因为你，我们认知秭归是

诗的原乡；因为你，我们认知诗
是人类心灵的原乡。”6月8日上
午，在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
式上，台湾明道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著名诗人萧萧朗诵了他原创
的诗歌《诗的原乡》。

（下转第六版）

城有“诗”“书”气自华
——宜昌以大视野大气度铸就城市文化品牌

荆楚行记者 黄春梅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葛盈
盈、舒翅展报道：16日，市委书记李建
明主持2016年湖北法学家巡回报告会
咸宁专场暨市委中心组第十四次集中
学习报告会。省政府法制办党组书记、
主任张绍明作专题辅导报告。市“四大
家”领导参加学习。

张绍明围绕“学习贯彻四中全会和
《实施纲要》精神 加快建设法治湖北
与法治政府”主题作了辅导报告，重点
讲解了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内
容、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政府建设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法治政府和依法
行政建设的对策分析，阐述了推进依法
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着力强化

“三心”、“五性”，对推进法治咸宁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建明指出，推进法治咸宁建设，
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全市各地各部
门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毫不含糊、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
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和统筹
协调，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

持司法、带头守法，把党的领导活动贯
穿到法治咸宁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
推进法治咸宁建设，关键是建设法治
政府。要在行政管理机制创新上、在
提高行政决策合法性上、在提高行政
执法规范性上、在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上取得新成效。

李建明强调，推进法治咸宁建设，
重点是促进司法公正。要以打造“人民
满意司法”为根本出发点，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在畅通
诉求表达渠道上、在推进司法公正上、

在深化司法公开上、在提高政法队伍素
质上取得新突破。推进法治咸宁建设，
抓手是创新创建载体。要深入推进基
层创建工作，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
水平、增强服务意识。要不断提升法治
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咸
宁建设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加强法
治文化建设，强化正面宣传教育，正确
引导舆论、凝聚社会共识。要以严的标
准、实的作风全面落实法治咸宁建设的
各项任务，为推动咸宁绿色崛起提供坚
实的法治保障。

李建明在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报告会上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建设法治政府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赵雅静报道：16日12时，市气
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启动气象灾
害（高温）Ⅲ级应急响应。

8月11日以来，我市大部地
区最高气温由35℃上升到37℃
以上，部分地区达39～40℃，根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
十天我市大部地区高温天气仍将
持续。启动高温灾害Ⅲ级应急响
应后，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咸
宁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切实履

行各自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
措施，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建
议加强三方面的防灾工作：一是
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
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
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二是加强
供电供水调度，同时注意防范因
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
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三是加强水利抗旱及农业防病
虫害工作。

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启动气象灾害Ⅲ级应急响应

编者按：因公殉职的赤壁市公安
局刑侦大队五中队指导员徐建军同
志，是全市基层公安民警的杰出代
表。其事迹经本报及多家媒体报道
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大力宣传
徐建军同志的典型事迹，学习他信仰
坚定、献身使命的崇高精神，恪尽职
守、忘我工作的职业操守，敢于担当、
追求卓越的优良作风，对于激励全市
党员干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具有现实意义。

今日起，本报推出“同事追忆徐建
军”、“媒体人追忆徐建军”、“家人追忆
徐建军”三篇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新同事：难忘贴心的徐“爸爷”

8月2日早上，赤壁市公安局民警

邓威走进办公室，看着徐建军空空荡
荡的办公桌，心里依然像以前一样默
念着：“徐爸爷（爸爷，赤壁方言，对长
辈的尊称），早上好！”

“徐爸爷就这么走了，我们到现
在都无法接受。”邓威红着眼眶对记者
说，刚来单位的时候，大家都喊他徐爸
爷，我也跟着喊。

邓威2014年到警队工作时，和徐
建军同在一间大办公室，但分属不同
部门，没有隶属关系。一次，领导安排
他整理60万元的办案票据，第一次处
理这么多票据，完全找不着头绪。

就在邓威不知所措的时候，徐建
军主动上前帮忙。邓威当时还有其他
工作要处理就先离开了，第二天到办
公室时却看见所有票据都贴好了，整
齐地摆放在那里。“原来徐爸爷昨晚加

班帮我做了这些‘杂事’，他太贴心
了。”

年轻民警石磊说，每次加班，就会
看见徐爸爷的身影，不是在刑警大队
的值班室，就是在办公室的值班室，有
时凌晨2、3点也不例外。“现在我们下
班后，都习惯性地望一眼值班室，但再
也看不到徐爸爷了。”

同事黄红清提起徐建军就一直叹
气：“老徐走了，每当看到他的桌上放
着的玻璃罐装的莲心茶，心里会像针
扎一样疼。他生前总是跟我们说‘莲
心虽苦，但能降压降脂，多喝有好处
’。现在，自己想他的感觉也很苦涩。”

老搭档：业务精湛的“老黄牛”

在徐建军的追悼会上，记者发现
了一位嚎啕大哭的民警，他叫吴小方，

和徐建军一起共事6年多。
回忆起和徐建军一起工作的点点

滴滴，吴小方说：“我进刑警队的时候
已近30岁了，业务比较生疏。徐建军
在我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刑警队是
专注业务的地方。从此，他言传身教，
成为我业务上的老师。”

为了破案，蹲守几天几夜，在各种
恶劣的环境下寻找物证，对徐建军来
说是家常便饭。大家总是被他这种精
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所感染，也会全心
身投入侦破案件工作之中。

老搭档赤壁市检察院检察官彭坚
说，徐建军办案很有策略。有一次，赤
壁市公安局抓获了一名与多起盗窃案
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却拒不认罪。徐
建军就另辟新径，为嫌犯买衣服，将嫌
犯的妻儿接来与之见面，嫌犯最终供
认了108起盗窃案的犯罪事实。

徐建军的字写得很好，多年来他
手写的卷宗目录、页码齐全，并按案子
取证时间分类整理，特别便于起诉人
员了解案情。赤壁政法系统推行电脑
打印卷宗后，徐建军开始坚持自学打
字，半年后，他做的电子卷宗也是一流
……说起徐建军，彭坚滔滔不绝。

警队“老黄牛”
——同事追忆徐建军

记者 黄柱 见习记者 吴钰 通讯员 张恒 兰燕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
昨日，我市召开市委专职副书记
分管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廉政
谈话会，层层传导压力，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晖主持
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
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纪委有关
派驻纪检组组长参加会议。

吴晖在廉政谈话中指出，认
识要真上去。要坚信党中央，坚
信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坚信从
严治党总体要求，主动适应从严
治党的新形势。行动要真上
去。领导干部手中权力是党和

人民所赋予。公器不可私用，公
权不能私用，一丝一毫不能逾
越，每时每刻不要侥幸。要从内
心深处把廉洁和无私当成领导
干部的职业操守，将廉洁干净当
成守身立命之本。成效要真上
去。要不忘初心，严于律己，管
好权力这把“双刃剑”，管好自己
的家人和亲属，管好身边的工作
人员，打理好自己的“朋友圈”。
要廉洁奉公作表率，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切实担当起全面从严
治党的主体责任，始终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最前面，推动事业蓬勃
发展。 (下转第二版)

吴晖主持廉政谈话会要求

不忘初心严律己
廉洁奉公作表率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报道：16日，省妇联“关爱抗洪女性、
传递公益力量”公益慰问活动走进赤
壁，看望和慰问受灾妇女群众。省妇联
主席彭丽敏、副主席王保举，市委副书
记、市长丁小强、副市长李建新出席捐
赠仪式。

今年7月以来，赤壁市遭遇特大暴
雨洪灾，给群众生产生活和城市基础设

施造成巨大损失。赤壁是省妇联抗洪
救灾工作联系点，省妇联抗灾救灾工作
组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深
入灾区抗灾救灾一线，走访看望基层党
员干部群众，逐镇调查灾后重建和生产
自救情况，动员社会力量解决受灾家庭
实际困难。

省妇联领导要求，各级妇联组织
要保持防汛抗洪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

态不放松，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坚定
必胜信心，充分发挥广泛联系妇女群
众的组织优势，动员妇女姐妹和社会
各界全力以赴投入新一轮的战斗，广
泛凝聚救灾、复产、重建的强大合力。
广大妇女要继续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
强精神，不忘初心，再接再厉，不等不
靠，主动作为，众志成城重建家园，共
同为恢复重建和加快发展发挥妇女

“半边天”作用。
捐赠仪式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湖

北分公司为赤壁抗洪女性赠送女性安
康保险150份，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两癌”筛查150份，中国妇
女基金会捐赠爱心物资150份，中国儿
童少年基金会捐赠爱心套餐200套，共
计金额200余万元。同时，还举办了妇
女健康知识讲座。

关爱抗洪女性 传递公益力量

省妇联公益慰问活动走进赤壁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报道：16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到市精准扶贫全面
小康建设指挥部调研时要求，要精准施策，狠
抓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任务落实。副市
长杨良锋参加调研。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关
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策部署，细化措施，全面发力，扎实有序推进
全市精准扶贫重点工作。目前，全市共投入扶
贫产业发展资金4.27亿元，易地扶贫集中安置
点已开工 107个，分散安置点已开工建房
1626户、5384人，搬迁入住373户1396人。

丁小强指出，精准扶贫工作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重大部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
事。各县市区、各部门要深刻学习领会贯彻
中央和省有关精神，提高对精准扶贫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将精准扶贫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做到业务要精，项目要好，力度要大，作风要
实，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丁小强强调，精准扶贫工作是一场攻坚
战。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压实责任，层层传导
压力，主动作为。要理清思路，合理规划，通
过产业培训、教育培训等多种措施实现脱贫，
科学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要统筹协调，
集中力量，明确中心任务，抓好重点工作，形
成精准扶贫合力，保持工作连续性，严防脱钩
脱节。要精准施策，做到精准扶贫到村到组，
到户到人，抓小抓实抓具体，严格按照标准完
成基本任务量，力求超出预期目标。要强化
看齐意识，深入基层，实地调查，力求精准扶
贫工作出经验，出典型，出成果。要加强精准
扶贫工作宣传报道，推广好经验，学习好做
法，树立好典型，讲好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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