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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3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4日受偏南气流影响，云量增多。2日: 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1～32℃；3日: 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2～32℃；4日: 多云，偏南风1～2级，23～31℃。明天相对湿度：40～80%

“红衣天使是救星，帮我治好了耳聋
病……”5月26日下午，崇阳县高枧乡老
胡洞村教学点，年仅7岁的小女孩王泳静
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感恩的心声。

老胡洞村是崇阳最边远的一个村，也
是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烈士的牺
牲地。村支书王金艳介绍，该村只有三个
组、148户528人，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

留在家的基本都是老人和小孩。村里教
学点只有一位民办教师和三名学生，王泳
静便是其中的一个学生。

“以前，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聋女孩！”
王泳静的老师胡秋来告诉记者，小泳静天
生听力不好，如果用正常音量讲话，她听不
清楚。本来她在乡中心小学读书，由于班
上人多，老师讲课她根本听不清楚，无奈只

好转到这个教学点。上课时，自己的声音
都会尽量大一些，有时还需对着她的耳朵
讲解每一个知识点，直到她学会为止。

小泳静的母亲患有小儿麻痹症，行动
不便，父亲离开了娘俩，她随母亲住在外
婆家。 由于离校太远，小泳静就跟着胡
秋来在学校同吃同住。

今年4月8日，高枧乡电工刘敏在该

村进行常规巡线时，了解到小泳静的情
况，便在朋友圈里寻求爱心人士帮助。随
后，该县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便多次来这
个教学点开展帮扶活动。

5月4日，刘敏带着小泳静辗转到崇阳
县人民医院和市中心医院检查，医生诊断
为双耳传导性耳聋，只要手术就能恢复听
力。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小泳静成功地做
完了手术。目前，她的听力正在逐步恢复。

六一儿童节前夕，老师让每个小朋友
表演个节目庆祝。小泳静花了好几天时
间，在老师的帮助下，写出了自己人生中
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叫《感恩》。

深山小女孩的六一作文
记者 马丽娅 特约记者 汪佳 通讯员 徐功频

关爱成长
1 日，十六潭公园广场上，湖北科技

学院临床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正在举行
庆六一“关注健康、关爱成长”大型义诊活
动。

该医院儿科、五官科的十余名医护人
员现场坐诊，吸引了不少家长前来问诊。
医生提示，近日流感、小儿肺炎、手足口病
等发病率较高，家长应做好预防措施，早
发现、早治疗。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唐春花 摄

今日
聚焦

5月30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早上8时许，嘉鱼县渡普镇西凉湖湖

面上，王家庄村杨家咀的龙船蓄势待发；船
上，头戴一顶红帽、身着白色短袖的锣手神
情专注，两眼炯炯有神。

他叫张忠文，今年57岁，高高瘦瘦。
龙舟赛上，锣手是整个龙舟的“总指挥”，通
常由在当地富有声望、处事稳重、经验丰富
的人来担任。

村民们说，张忠文担任锣手和指挥，大
家伙“信得过”。为什么？老支书杨传广，
讲述了原因。

因为紧邻西凉湖，当地土地少、土壤贫
瘠，村民们只能靠水吃水。

张忠文和大家一样，从1995年开始围
网养鱼，最多时他的围网面积有18亩。

围湖养鱼风险高，全靠“老天爷”吃
饭。1998年的大洪水，张忠文血本无归。
不甘失败的张忠文，借钱投资，准备东山再
起。不料，2010年的又一次大洪水，让张
忠文再次损失惨重。

围网养鱼，村民们风里来雨里去，风险
高收入不稳定不说，曾经清澈见底、可随时
饮用的湖水逐渐浑浊不堪。

“再这么养鱼下去，不晓得我们的子孙

们还能不能记得这是个湖哦。”70多岁的
老支书杨传广的担忧和感叹，如一记重锤，
敲打着张忠文和渔民们的心。

除了是养鱼大户，张忠文还有另外两
重身份——党员、小组长。张忠文决定带
领村民们，找到一条更好的致富路。2012
年过年时，张忠文找到在江西销售脐橙、返
乡探亲的同湾村民吴勇兵。

“你在外面跑，见多识广，要不在我们
村也试试种脐橙？我们这里的山地多啊，
土壤也适合脐橙的种植，技术方面你帮忙
想想办法，我们出钱请人培训都可以。”

就这样，在吴勇兵的牵线搭桥下，张忠
文先行先试，在当地尝试着种植脐橙。经
过多年试种，最终选定引进江西正宗赣南
脐橙种苗。经过精心栽培，王家庄出产的
脐橙果大、味甜、品相好，市场需求大，供不
应求。正常情况下，脐橙亩产可达 1800公
斤，扣除各种成本，纯利润在6000元左右。

2016年，全市两湖拆围工作全面铺
开，渡普镇率先响应。镇拆围工作队首先
找到了曾经的老支书杨传广和组长张忠
文，希望他们两户能起带头作用。

还湖水一片清澈，虽是大家早就有的
想法，但真要彻底拆除养活了全家老小的

围网，大家多少心有不舍。作为党员、小组
长和养鱼大户，张忠文知道，大家都在看着
他，等着他的决定。

在小组会议上，不少村民说出了心中
的担忧：从小就和湖水打交道，不养鱼，我
们啥也不会，大家靠什么养家糊口？

“我从2012年开始试种脐橙，摸出了
一些门道，去年我们几个种植大户都得到
了很好的收益。只要大家愿意，我愿意无
偿提供技术指导，我们一起上山种植脐橙，
保证比养鱼收入稳定有奔头！”张忠文的一
席话，给渔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张忠文说话算数，牵头成立了忠文脐
橙专业合作社，带动拆围渔民100余户，向
荒山进军。

多年来“浪打浪”的渔民，成功变身“山
大王”。张忠文所在的小组，种植脐橙的农
户占到了100%。去冬今春，王家庄村脐橙
种植面积已达近1000亩，种植赣南脐橙
5.6万余棵，全部进入丰产期后，基地年产脐
橙可达1400吨，年销售额可达560万元。

拆围完成，西凉湖不再有围网养鱼，湖
水越来越清澈，村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了。

洗脚上岸，发展脐橙。张忠文带领拆
围渔民，在新的致富路上越走越宽广。

端午节这天，组里男女老少都回到了
湾子里，在一望无垠的湖面上，过了一把久
违的“龙舟瘾”。

“下午的赛龙舟就让他们年轻人去吧，
我们几个老把事到脐橙基地去看看。发财
致富，就靠这些脐橙树了，一定不能马虎。”

指挥完上午的龙舟赛，饭桌上张忠文
说出了自己的新打算：“我们正准备争取项
目资金，对脐橙基地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通过推广标准化绿色有机农业生产模
式，提高王家庄脐橙知名度，发展集观光、
采摘、休闲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大家伙放
心，我们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听到这话，桌旁的后生敬了张忠文一
杯啤酒：“八伢（叔叔），为了大伙的事您辛
苦了。龙舟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绝对不
辜负您。”

“赛完后工具都收拾一下，好好保管龙
舟，我们来年再赛。”张忠文交代完，起身带
领大伙，走向村头那片脐橙园。

渔民张忠文转型记
记者 陈新 姜明助 通讯员 杨雪 倪兰

曾经“浪打浪”，如今“山大王”，100多村民跟着他奔富路——

市地税局纳税服务局

发放便民服务卡
本报讯 通讯员彭延国报道：“有了便民服务卡，办

理流程一目了然，真好！”5月18日，在市地税局办税服务
厅，一位前来办理房产契税的阿姨竖起大拇指夸赞。

市地税局纳税服务局以“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为契
机，结合《纳税服务规范》及办税服务厅工作现状，按照办
税流程，精心设计制作了棚户区改造税收优惠政策、房地
产交易税收政策解读、纳税服务联系卡等便民服务卡。

据悉，该局共发放便民服务卡1.2万余张，还通过微
信、QQ传输等方式发送给纳税人。卡片上不仅详细介绍
了所办业务的相关税收政策、办税流程、需提供的资料，
还注明了咨询、预约服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咸安地税局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结、胡治报道：5月31日，儿童节

到来之际，咸安区地税局组织“爱心妈妈”来到精准扶贫结
对村汀泗桥镇长寿小学看望农村留守儿童。

长寿小学很多孩子属于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成长
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为弥补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
带来的家庭情感缺失，爱心妈妈们陪孩子们做亲子游戏并
送上书包和学习用品，给他们带去一份浓浓的关爱。孩子
们则用自己精心准备的舞蹈、歌曲回馈给爱心妈妈。

该局扶贫工作队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把关心和帮助农
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作为帮扶贫困户脱贫一项具体工作来
抓，让孩子们感受到爱的力量，从小树立自信、自强意识。

嘉鱼地税局

“六法清欠”稳税源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讯员丁彤、罗阳春报道：今年

以来，嘉鱼县地税局积极行动，加大税源控管力度，在
做好挖潜增收的同时，紧扣六个结合，狠抓欠税清理。

该局结合工业园税收秩序整顿狠抓欠税清理。结合
市局工业园税收清理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地方各税
费结算，全面摸清全县工业园区企业数量以及企业的生产
经营情况，分为A、B、C级，建立征管档案，实行分类管理。

同时，结合上级税收执法大督查狠抓欠税清理，结合
年度信用等级评定狠抓欠税清理，结合税法宣传月活动狠
抓欠税清理，结合集中约谈提醒狠抓欠税清理，结合精准
稽查狠抓欠税清理。

市委第一巡察组进驻市卫计委
本报讯 通讯员姚琼报道：根据市委统一部署，5

月31日，市委第一巡察组在市卫计委召开巡察工作动
员会。

从当日起，巡察组将对市卫计委党组及领导班子
成员、市管干部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执行《章程》和
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党的纪律、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等情况开展巡察。同时，将重点对市卫计
委党组织建设、选人用人、政府采购、行政审批、财务管
理、基本建设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情况开展专
项巡察。

市卫计委负责人表示，将正确对待、积极配合巡察
工作，提高政治认识、强化政治担当、严守政治纪律、落
实政治责任，以巡察工作为契机促进全市卫计事业健
康发展。

咸安举行职工象棋大赛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讯员陈克胜报道：5

月28日，咸安区举行“金种子杯”职工象棋大赛，来自全
区各单位的300余职工参赛。

此次比赛由区总工会联合咸安中国象棋协会、金
种子酒业联合举办。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两类，
参赛选手最小的7岁，最大的已经70岁。大家本着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努力走好每一步棋。

经过激烈角逐，永安办事处、区经管局荣获团体赛
一等奖，蔡红兵荣获个人赛第一名。

我市举办对外开放学习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张静报道：1日，我市

举办对外开放工作学习培训班开班仪式，150余名干
部参加培训。副市长李建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建新指出，参与学习的干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
机，进一步提高认识，丰富相关知识储备，强化关于对
外开放工作的理解，不断拓展升级友城平台，积极主动
对接市外侨办，助力全市涉外涉侨工作的开展。

李建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对外
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培育、提升开放意识
和理念，营造浓厚的开放文化氛围，同时，进一步提升
全市外事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为促进全市对外开放
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李建新要求，要把培训学到的内容带回具体工作
中，在实践中把握关键、认清规律、理清思路，找到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推动全市对外开放工作提质升级。

据悉，在全省所有地市州中，我市是举办全市范围
对外开放专题培训的第一家。

通山整治超限超载货车
本报讯 通讯员廖志高、徐维新报道：连日来，通

山县运管所、路政大队联合县交警大队，重拳整治超限
超载货车。

有关部门深入公路沿线厂矿企业调查摸排，组织
运输业主召开座谈会，宣传《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督促签订《合法装载承诺书》。
同时，采取站点治超与流动治超相结合的方式，依法卸
载超限超载运输货车12辆，并对车主进行处罚。

此次整治行动将持续至年底，确保超限超载车辆
检测率、卸载率均达100%，对非法改装车辆一律实行
切割恢复。

横沟桥镇推进家庭文明建设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熊虎报道：5月28

日，咸安区横沟桥镇举行“横沟好人”、“最美家庭”表彰
暨社会文艺团队节目展演活动。戴兰英等14名“横沟
好人”、万学亨家庭等14户“最美家庭”现场受表彰。

此次评选表彰活动旨在大力营造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浓厚氛围，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和好家风建
设，用模范和榜样的精神凝聚民心民力。现场，千名群
众欢聚一堂，观看了（社区）、镇小、横沟中学等单位展
演的十余个原创乡土节目。

市食药监局加强廉政教育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徐唐超报道：日前，市食

药监局举行廉政党课辅导报告会，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报告会上，市委党校副校长张召华以《守纪律 讲

规矩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准则〉〈条例〉》
为题作主题报告。该局全体党员干部还观看了廉政教
育片《水滴石穿》、《钱瑛回乡》。

该局干部龚俊说，作为一名党员，要自觉在廉洁自
律上追求高标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
自觉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胡维报道：
5月27日，记者从市政府常务会议获悉，
2017年，我市将实施“一村多名大学生计
划”，推进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助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

按照实施方案，我市将面向基层选拔
200名（咸安区35名、嘉鱼县30名、赤壁市
30名、通城县35名、崇阳县35名、通山县

35名）优秀青年农民，接受脱产大专学历
教育，培养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热爱农村工
作、掌握农业生产经营技能，留得住、用得
上、有本领的新型农民大学生。

“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主要招收具有
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等同等学历）文化
程度，年龄在40岁以内，政治素质好，身体
健康，有培养前途的农村青年。培养对象

须与所在村（社区）签订毕业回乡服务合同
（原则上回乡服务不少于5年）。

“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采取全日制脱
产学习形式进行培养，学历层次为专科，学
制3年（前2年在校学习，第3年实习、实
践）。培养院校按照省教育厅要求组织高
等职业教育单独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学
习期满并经考试合格的，颁发普通高等学

校专科（高职）毕业证书。
此次培养任务由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承

担，计划开设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创业与经
营、现代农业技术等专业，重点开设“种养
加”等农业生产实用技术，以及电子商务、
农村物流、市场营销、农村经济管理、农村
党建、农村政策法规等课程。

据悉，“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的学费
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由市、县财政和
培养院校分担，其中市财政负担30%，从
市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中列支；县（市、区）财
政负担50％；培养院校负担20%。相关经
费由同级财政列入预算。学员生活费、住
宿费、交通费原则上由个人承担。

我市启动“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
200名优秀青年农民将接受脱产大专教育

王汉桥督查南外环创卫复审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滕善洋报道：1日下

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带领市旅游
委、市统计局、市无委办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督查南
外环创卫复审工作。

王汉桥一行对南外环道路卫生状况、“门前四包”、
环境卫生“四包保”及“六个专项治理”等进行实地察看，
并对道路两旁重点整治任务、责任区进行明确和划分。

王汉桥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创卫复审的关
键时期，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把管街工作作为当前
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强领导。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按照
职责分工，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路段所在单位的
具体责任，使管街责任落实到每个单位、落实到每一个
具体人。要进一步明确任务，按照创建标准，明确各自
承担的工作任务，将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到位。要进
一步加强督办落实，要成立专班，具体负责南外环管街
工作协调联系，协调解决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