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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精准扶贫扶贫 不落一不落一人人

咸宁天气：今日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我市有阵性降水发生；17～18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转为多云天气。具体预报如下：今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2～3级，22～29℃；17日：多云，偏北风2～3级，21～29℃;18日：多云，偏北风1～2级，20～29℃。今天相对湿度：60～95%

市城管一大队

加强扬尘治理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云耀辉报道：13

日下午5时许，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一大队执法
人员发现东外环一建筑工地建筑垃圾“自燃”，迅速
就近联系洒水车前来增援，成功制止一起大气污染
事件。

近半个月来，该大队为了开展扬尘专项治理，
在辖区建筑工地进行巡回宣传和检查，要求建设
方、施工方渣土车出土动工前，必须设置不低于1.8
米的围档，配备冲水槽和冲洗设施，严禁车轮带泥
上路和沿途滴漏、抛洒等行为。并对农科院工地、
南外环绿化工程派专人长期跟踪监管，监督工地及
时洒水降尘。

9月1日至今，该大队已先后责令1工地停工、
制止3起建筑工地转运渣土行为，及时制止5起
建筑扬尘事件，制止村民6起焚烧田间茅草、秸杆
等行为，并成功扑灭天兆1965工地建筑垃圾“自
燃”和东外环 131路口一建筑工地建筑垃圾“自
燃”事件。

民警助力找回走失12年儿子

家属感恩送锦旗
本报讯 通讯员毛争峥、吴超金报道:14日上

午9时，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门口，家住塘湖镇狼
荷村的胡辉雄夫妇将一面印有“寻亲之恩永难忘”
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感谢你们帮我们找回失散
12年的儿子，通城公安不愧是群众的好卫士！”胡辉
雄夫妇说。

今年2月，胡辉雄夫妇通过采集血样寻找失散
12年的儿子，8月底，在市公安局和通城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的帮助下，通过DNA比对，发现胡辉雄夫妇
的DNA与江苏省常州市一名叫孟庆亮的男子DNA
相吻合，判定他们有血缘关系。

9月10日，在通城公安局刑侦大队专案组的全
程陪同下，胡辉雄夫妇与失散12年的儿子实现团
聚，为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锦旗。

13日至 14日，市体育中心足球场
上，呐喊声、助威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咸宁市第一届运动会职工类趣味比赛暨
第二届市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在这里
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市直机关的47
支代表队、近1000人参加。

该活动是为凸显我市首届运动会
“全民健身”主题而专门设置的一个项
目，共有集体拔河、协同共进、三人板鞋、
花样跳绳和个人摸石头过河、袋鼠跳、绕
杆跑等七个小项的比赛，分为县市区组
和市直组两大组别，赛程设置为两天。

比赛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开场。参赛
运动员每人发三块砖头，需要站在砖头

从起点上穿过20米的距离，手脚不能碰
到地面，最先到达终点的人获胜。随着
裁判发令后，队员们依次将河石踩在脚
下交替行进，节奏紧张但有条不紊。

“袋鼠跳”是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发
令枪响，选手们迅速跳进一个用布做的
大袋子里，然后提着袋子跳向终点。像
一只只顽皮的小袋鼠，滑稽的动作惹得
全场观众捧腹大笑……

“协同共进”的赛场上同样激烈。三
人组成的小分队，绑住踝关节和膝关节，
三人 6足变 4足，配合默契。“一二，加
油！一二，加油！”一旁的啦啦队员不停
地呐喊助威。

“绳子不能摇太高！坚持！”花样跳
绳项目开始后，运动员手中的彩绳在空
中勾勒出绚丽的弧线，选手们在绳子下
来回穿梭，一旁的观众有的喊加油助威，
有的在帮忙数着“1,2，3，4……”

三人板鞋、绕杆跑等运动项目简单、
好玩，比赛现场气氛紧张激烈但又活波
有趣。险象环生的拔河比赛更为比赛添
上一抹重彩。“手拉绳，脚蹬紧，拼命往后
倒，裁判哨声没响就不要松气。”县市区
组拔河即将开始，领队们正忙着在给队
员们补“技术课”。裁判员手中的红旗落
下，比赛开始，双方队员憋红了脸往后
拉。“加油！加油！”一旁的啦啦队也有节

奏地大声喊。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嘉鱼县、咸安

区、赤壁市比赛总分为本次市运会趣味
体育的前三名；湖北科技学院、咸宁职
院、人民银行咸宁分行、市农业局、市体
育局、市文新广局为市直组团体总分前
六名。

据了解，本次趣运会由市政府主办，
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承
办，旨在深入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
进一步丰富机关文体生活，推进市直机
关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忘我
工作热情，营造推动科学发展的良好环
境，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趣味运动乐趣多
图/记者 夏正锋 文/见习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黎碧波

咸宁职院实施教育精准扶贫

167名贫困生受助入学
本报讯 记者江世栋、通讯员吴义三报道：截

至13日，咸宁职业技术学院167名贫困生顺利入
学。

本学期，该校开始实施教育精准扶贫计划，录
取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167人。贫困生除
享受国家“雨露计划”每人每年3000元的资助外，
该校还根据在校表现、贫困程度定等级，给每名贫
困生每年发放4000元、3000元、2000元不等的助
学金，确保贫困生不落一人，顺利按时入学。

该校学生资助管理科科长金凯介绍，学校将对
167名贫困生跟踪服务，让每一名贫困生都能顺利
完成学业。

据悉，从大二开始，除继续评定助学金外，该校
对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还优先评选国家奖学金、国家
励志奖学金。此外，还设置40个岗位和一些临时岗
位，安排贫困生勤工助学，每月可获得400元报酬。

咸通高速马桥连接线工程项目

预计于旅游节前通车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娅、通讯员梁冕报道：

为保障旅游节期间道路畅通，咸通高速马桥连接线
工程正在倒排工期抢抓施工。13日中午，记者在马
桥收费站施工现场看到，30余名施工人员、13辆运
输车辆和4台施工机械正顶着烈日施工。

据了解，咸通高速马桥连接线工程是城区内外
连接的一条重要道路，是咸通高速互通与城市道路
连接的纽带。路线设计全长854.855米，道路红线
宽度为60米，双向6车道。

项目总投资约 6600万元，设计建设工期 18
个月。目前，项目已完成总投资3473万元，按照
市政府的要求，计划于10月 28日旅游节前完成
主体工程。

一
9月13日，中秋节临近，崇阳县金塘

镇畈上村村民沈德斌家热闹起来。
“我要5斤腊肉”，“给我来两只腊猪

脚”……一拨拨乡亲围在他家两个大冰柜
前，选购过节用的腊货。

“今年腊货量多味美，多亏这两个
大冰柜。”乡亲们渐渐散去，沈德斌告诉
记者，五六百斤腊肉保存在冰柜里，一
个夏天都没变色变味。“大热天没停一
次电，得感谢供电所呢。”妻子汪享君
接过话茬。

沈德斌是畈上村的养猪大户，每年出
栏生猪300多头。由于生猪行情变化大，
他家每年腌制腊货，在山里山外卖。夏天
是他家历年最难熬的季节。由于电压低，
加之隔三岔五停电，冰柜里的腊肉一变质
就得丢。建在后山坡的大猪圈没水气味
浓，全家人齐上阵挑水冲洗……

“往年忙忙碌碌谋生计，今年可大不
一样。”沈德斌夫妇算了一笔帐，一年出栏
300头肥猪，每头可赚600元纯利，他家今
年收入可达到18万元。

沈德斌家的变化得益于“自供电”改
“国网电”。

二
地处大山深处的畈上村，上世纪八十

年代建成一座小水电站，年发电120万千
瓦时。畈上村及周边部分村组共3000余
人，由此用上低价的“自供电”。当时，农
村电力设施普遍薄弱，畈上“自供电”让周
边村民羡慕不已。

三十年过去了，小水电站发电能力达
到极限，畈上村逐步成了“低电压”重灾
区，跳闸断电现象越来越多，加之主管小
水电站的水利部门没有专项经费改造“自
供区”严重老化的供电设施，人畜触电事
故频频发生。

更为严峻的是，金塘镇各村扶贫开发
风生水起之时，电力“卡脖子”的畈上村，
却成为开发项目难以入驻的孤岛。到
2015年下半年，该村没有一个大型种养项
目，2300人中有贫困户56户、200多人。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去年下半年，
国网崇阳县供电公司总经理肖绪辉两次
到畈上村调研，决心承担起国企的社会责

任，让“自供区”用上既安全、又有保障的
“国网电”。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公司迅速拿
出电网改造方案上报。年底，总额790万
元的畈上村配电设施改造项目，列入全省
2015年度第二批农网改造工程。

三
今年3月，畈上村电网改造启动。线

径16平方毫米、25平方毫米的裸铝线，改
成70至120平方毫米的绝缘线；7米高的
旧线杆，改成12米高的新水泥杆；配电变
压器由原来的30千伏安、50千伏安换成
100千伏安、200千伏安，总容量从370千
伏安跃升到1600千伏安……

“到6月下旬，畈上村电网改造全部完
成，同时还免费为用户更换了计量电能
表，价值100多万元。”金塘供电所主任杨
俊岭介绍。

1组的郭船海是电网改造受益者。他
家三口人住在村里最偏远的山岭上。过
去，电灯昏暗像煤油灯，电饭煲煮不熟饭，
逢年过节经常停电。电改后，他家的旧灯
泡换上了日光灯，电饭煲重新派上用场，

还添置了新电视、冰箱等电器。“真稀罕，
几个月没停一次电。”郭老汉感慨不已。

从畈上村走出去的企业家沈德兵，是
电网改造的最大受益者。多年来，他反哺
乡亲的心愿因电受阻。今年3月电改启动
后，他在家乡投资1.8亿元，相继成立生态
旅游、万亩水果种植、10万只土鸡散养等7
家公司，组建畈上村控股集团。

在3组的土鸡散养基地，42个现代化的
鸡棚已经落成，近2万只从外地引进的良种
土鸡在山坡上自在地觅食……“一天上七八
个钟头班，一个月可赚两千块。”饲养员刘任
会是村里的贫困户，他对基地工作很满意。

据了解，像刘任会一样，村里共有30
多人在养鸡基地工作，加上其他几家公
司，全村有100多村民实现在家门口上班。

“一人上班全家脱贫，畈上村今年可
望从贫困村出列。”村委会主任沈果德信
心满满。

畈上村的嬗变
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邓东峰 陈伟

陆水湖非公经济支部联合企业

开展爱心助学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吴慧报道：5日，赤壁市陆水湖

非公经济支部，陆水湖办事处、赤壁市工商局及企
业代表，来到陆水湖小学参加了赤壁市个私协会代
表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捐赠仪式。

捐赠单位有赤壁市鸿鑫服饰有限公司、赤壁市
华瑞线业有限公司、湖北科特有限公司等14家，共
捐赠现金8500元，购买学习用品文具100余件，资
助留守儿童20位。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开展规章制度自查
本报讯 通讯员何晓斌报道：为了适应发展新

常态，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各项规章制
度，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于8日正式启动规章
制度自查工作。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学校体制机制创新，为学
校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新的规章制度
力求体现法制统一的原则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保
证规章制度合法性、程序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稳定性与前瞻性相结合。

地处大山深处的崇阳县畈上村，是电力“自供区”，也是省级贫困村。去年以来，供
电部门投资900多万元，让村民用上“国网电”，也踏上精准脱贫之路——

5年来，刘克焦用一把锄头、一根铁锹，尽心尽力守护乡间小路——

老党员护路记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夏宁宏 徐宗均 吴剑

咸安区桂花镇南川村，有很多弯弯曲
曲的小路，平整地在乡间蜿蜒，人走在上
面，惬意悠然。然而5年前，这些小路却不
是这番美好模样。

那时，南川至金桂湖的乡村道路修成
通车后，每天都有上千辆次汽车进出，道
路损坏成为“家常便饭”，小路总是坑坑洼
洼，给司机和行人带来诸多不便。

村里有个老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决
定做点事，他就是该村20组的老党员刘克
焦。担着簸箕、扛着锄头和铁锹，刘克焦
出发了。

填填挖挖，补窟窿、通沟渠、除杂草、

扫落石……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一干
就是4年。

村里很多人不解。有人说他傻，自家
也不富裕，不务正业；有人说他是在作秀，
哪有人会免费做这么多活计……可不管
别人怎么说，刘克焦决定要做的事，就打
定主意要做好。

2014年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山上滚
下来一个大石头，堵在了路中央。刘克焦
看到后，冒雨从家里拿来工具，先是用铁
钎撬，撬不动又用铁锤锤打，一点一点，费
了好大的劲才把石头移到路边。

道路安全隐患解除了，他却因淋雨受

累，回家后就感冒病倒了。病一好，他又
接着干起来。

周边熟悉的群众作了一个统计，4年
来，刘克焦义务修补路面不仅没有拿过一
分钱的报酬，还因此用坏了不少于10把锄
头，簸箕更是不计其数，仅补路用的沙土
堆起来也有几百个立方米。

时间一久，路上经常有车辆停下来，
有的“啧啧”称赞，有的打声招呼，有的递
根烟，有的想捎他一脚。大家都服了，连
续3年选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2015年，村委会聘请他做了公路列养
员，后来又给配了小推车和割草机。从

此，他干劲更足了，还买来了收音机，他说
边干活边听歌，心里特别满足。

今年7月4日，大暴雨，村民们都窝在
家里不敢出门。刘克焦却斗笠一戴，雨衣
一穿，拿着工具，早上7点就匆匆出门了。

暴雨倾盆，奔涌的洪流不停的冲刷着
路基，低洼处甚至漫过了路面。他脚不沾
地，搬山石，铲泥土，压碎石，疏沟渠，排积
水，来来回回10多公里，一口气干到下午
2点，全身湿冷才想起回家吃饭，可刚到家
就软在床上睡着了。

因为处置及时，他列养的路段未受到
暴雨的影响。村民们纷纷给他点赞，都说

“有了老刘，就有了好走的路”。
14日下午，记者来到南川村时，65岁

的刘克焦正在补路。党徽在衣服上端正
地佩戴着，他说这是自己的习惯，为了时
刻提醒自己是个党员。

他告诉记者，作为党员，更应该带头，
只要有需要，就会一直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