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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绿草茵茵、清新整洁的校园内，运动
区、教学区、生活区布局合理，图书室、科
学实验室、微机室等功能设施齐全；移动
黑板上，硕大的触控一体机显示屏，只需
轻点电脑鼠标，就可通过网络与外面的世
界连接……六一前夕，笔者被赤壁市新店
镇望夫山小学的办学条件深深吸引。

这是近年来，赤壁市一手抓办学条件
改善，一手抓师资力量提升，全面推进城
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打造人民满意教育
取得的成果之一。

如今在赤壁，无论你身处农村哪所学
校，给人的感受是，良好的校园环境与城
区学校不分伯仲，无处不是学生健康成长
的乐园。

强化硬基础，促办学条件均衡

教育要发展，提升办学硬件条件是
基础。

2014年，赤壁市按照全面消除D级
危房的要求，全面启动乡对村薄弱学校的
改造，力促各乡村学校教室采光良好，每
位学生配有标准化课桌椅，每个班级按国
家标准配置教学黑（白）板，建有（或正在
建设）符合标准的塑胶运动场，草皮足球
场等。

目前，该市不仅所有寄宿学校实现寄
宿生1人1铺，消除了“大通铺”现象，而
且通过建设与寄宿生规模相适应的浴室
和更衣室，购置16套空气源热泵热水机
等，使全市15所有寄宿制学校学生都能
用热水洗浴；添置的开水供应设施，让所
有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学生都可饮用
可温可开的“放心水”；为全市所有义务教
育公办学校重点部位全覆盖安装的监控
视频系统，为师生安全系上保险带。

自2011年来，赤壁市以推进“三通两
平台”建设为目标，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先后投入3600多万元，对学校“班班通”、
校园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微机教室、电子
备课室等硬件平台进行全覆盖推进，使全
市43所学校完成了局域网和校园网站建
设，所有学校基本上都接入了 10 至
200M不等的宽带网络。

提升软实力，促师资力量均衡

随着退休教师不断增多，乡村学校教
师缺编，成为制约各学校发展的普遍现
象。

为了补齐“短板”，2012年，赤壁市以
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新进教师，实行全
省统招统派为契机，先后为农村中小学增
添了220名“新机制”教师，有效稳定了全
市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使之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

为让“新机制”教师迅速成长起来，乡
村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升，赤壁市教育
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师徒结对促成
长”方案，让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领新教
师进步，让城区教师带动乡村教师进步。

截至目前，该市中小学教师中“师徒
结对”的教师已达150余对，为“新机制”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进步、健康成长奠
定了基础。

广织联动网，促教育质量均衡

对于家长而言，教育质量是择校的关
键。要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提升教师
队伍素质是关键。

今年来，赤壁市坚持以教研为龙头，
以课题为先导，以校本教研为基础，以联
片教研为平台，全面启动“示范引领，城乡
互动，整体推进”的联片教研活动，由城区
学校牵头，深入乡村学校教研，搭建“送教
下乡、学科交流、听课评课议课、接受跟岗
学习、联合开展教研”等活动平台，努力通
过与农村学校共同探讨先进教育理念、先
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教学方法，加快建设健
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促进城乡师资队伍整
体素质提升。

统计显示，自2014年来，该市全面启
动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仅在
两个年度里就吸引1969名教师参与“晒
课”，累计晒出课件2102节，其中获评部
级优秀课件2节，省级优秀课件8节，市级
优秀课件122节，县级优秀课件320节。

3月30日，该市实验中学开展送教
下乡，为车埠镇中学展示三堂公开课。分
别是语文老师陈天意主讲的《春酒》，数学
老师黄伟新主讲的《用坐标表示平移》，英
语老师王燕主讲的《Unit6Topic2Sec-
tionA》，吸引西片学校近60余名教师参
与学习，使城区教师的教学理念在乡村学
校得到推广。

让梦想在同一片蓝天下起航
——赤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纪事

通讯员 刘騉

引种香菇
助力脱贫

5月28日中午，赤壁市中伙铺镇董家
岭村群众正在食用菌大棚里给菌棒浇
水。

为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近年来，中伙
铺镇在引进红安县种菇能人寇本生前来
开办种植合作社的同时，借助国土资源
局驻董家岭村精准扶贫的契机，在该村
建起食用菌精准扶贫产业园，采取“三包
一帮”的办法，带动5名贫困户依托香菇
种植实现脱贫致富。

通讯员 余俊辉 摄

赤壁“试水”全程机械化生产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本报讯 通讯员张彦鹏报道：“育秧、插秧一条龙，真是

省心、省力又省钱。”日前，赤壁镇东柳村村支书吴会堂亲眼
目睹了270亩稻田，在5台插秧机的合力攻坚下，仅一天半
时间就完成插秧作业的生产高效。

当天，由该市农业局农技人员组建的复兴专业合作社，
在该村承包的270亩稻田里，“试水”全程机械化生产，从整
田育秧到大田移栽，不仅一举解决了因劳动力短缺和技术
落后而导致的种田难问题，而且仅插秧环节就把以往需要半
个多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全部移栽。

今年以来，赤壁市农业局大力推广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模式，实施轻简栽培，助推农业生产现代化。目前，该市
推广全程机械化生产面积已达10万亩，预计可节约生产成
本1200万元。

赤壁推进“一村一顾问”工作

引领律师驻村“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舍予、魏建国报道：日前，赤壁市蒲圻

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受聘来到蒲圻办事处苦竹桥村、
五洪山村，采取“固定坐诊”和“流动巡诊”相结合的方式，调
处、化解基层群众纠纷，被群众誉为身边的贴心顾问。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涉及农民的土
地经营权流转、农村房屋买卖等纠纷日益突出。为了将矛
盾化解在基层，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赤壁市坚持把推
进“一村（社区）一顾问”工作，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要工作来抓，组织全市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按
照属地管理、就近服务、提高效力的原则，进村担任驻村法
律顾问，积极开展法律知识宣传，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化解
邻里矛盾纠纷，有力促进了平安乡村（社区）建设。

赤壁举办专题培训班

拧紧党风廉政建设“阀门”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肖业儒、纪甜一报道：5月

25日，赤壁市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公务员局、市监察局、
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全市预备党员、初任公务员和重点
领域、关键位中层干部廉政教育培训班。

为扎实推进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为期3天的培训班，通过组织学
员学习《准则》、《条例》、《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建设》、《公务
员职业道德规范》等党章党规，观看警示教育片《迟到的悔
悟》等，警示党员干部要自觉抵御腐败行为，切实算好政治
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账和健康账等“七
笔账”，慎始、慎微、慎独、慎欲、慎终，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抗得住诱惑，顶得住歪风，经得
住考验，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好、用正。

赤壁公安局

强化巡逻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马万里报道：日前，笔者从赤壁市公安

局获悉，“端午节”期间，该局共处置有效警情28起，其中刑
事警情6起、治安警情10起、交通警情9起、群众求助2起、
火警1起，较去年同期下降33.3%；破获刑事案件3起，刑拘
5人；查处治安案件6起，治安拘留10人，全市社会治安大
局持续平稳有序。

为维护节日小长假安全，该局按照“最高标准、最强部
署、最细措施，最严问责”的工作要求，提前谋划，精心组织，
多措并举强化安保工作。特别是对节日期间举行的“龙舟
赛”等群众性节日活动，通过事先制定应急预案，加强活动
监管，强化动态巡逻，细化交通疏导，严防发生踩踏，有效保
障了活动安全、顺利、有序进行。

赤壁食药监局开展警示教育

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丽霞报道：5月27日上午，赤壁市食

药监局3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该市预防职务犯罪廉政教育
基地接受警示教育。

廉政警示教育基地以典型案例、直观图文、真切体验等
形式，展示了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指
示精神，以及全国各地和我省、咸宁、赤壁市近几年查处的
腐败案件典型事例，揭示了腐败的危害性。

“这种警示教育形式不仅直观、生动，而且感染力强，是
一次难忘的心灵‘洗礼’”。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一定要牢记“莫手伸，伸手必捉”的警言，常思贪欲之害、常
怀律己之心，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防微杜渐，筑牢拒腐防变
的思想防线。

华新水泥（赤壁）公司

助推平安校园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刘亚琴、王小军、李攀龙、谭凤报道：5

月24日上午，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志愿者与中伙铺镇
党委携手，共同为杨家岭学校100名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及
品学兼优学生，送上笔记本、水笔、彩笔等文具200余件，祝
孩子们节日快乐，拉开了华新水泥（赤壁）公司“大手拉小
手，助力平安校园创建”活动的序幕。

该公司志愿者现场运用幻灯片解说、视频播放等方式，
向学生普及常用报警、急救电话和溺水、火灾防范等生活常
识，引领学生参与平安创建，提升学校“一感两度两率”。

近年来，该公司在努力抓好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开展
“大手拉小手校园平安行”、结对帮扶、爱心资助、开办“平安课
堂”等活动，深入学校献爱心，激励少年儿童平安健康成长。

5月27日，赤壁市官塘驿镇洋泉畈
村4组村民李慧海流转土地400多亩种
植吊瓜，吸收10余户村民参与基地务
工，成为当地口口相传的新闻。

熟悉的人都说，这是该村党支部因
势利导，引领群众发展种、养殖业取得
的一个新突破。

近年来，洋泉畈村党支部在积极做
好惠民政策宣传的同时，坚持为返乡创
业农民、种养大户提供政策、信息、技术
帮助。一方面与财政部门对接，为李慧

海等吊瓜种植户解决10多万元扶贫贴
息贷款；一方面与农业部门对接，邀请
农技专家进村入户为村民免费传授吊
瓜种植技术，使全村吊瓜种植户达到10
多户、种植面积超过800亩。同时，与
驻村精准扶贫工作组对接，争取国家项
目资金维修农业水利设施，为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创造良好条件。

14组村民何志义，在深圳务工时
了解到梅花鹿养殖的发展前景后，毅
然返乡与村民联合创办梅花鹿养殖合

作社，先后投入资金150余万元，养殖
梅花鹿50多只，并在官塘驿镇街道设
立门店，直销梅花鹿和鹿茸酒等系列
产品；

9 组村民袁五星与温氏集团“联
姻”，建设占地5亩的养猪基地。目前，
前期投资60多万元，引进自动化养猪设
备，进行科学规模养猪，计划年出栏生
猪3000头；

4组村民李炎红流转200多亩农田
养殖小龙虾，年收入达6多万元；

12组党员邹明华，通过“养羊+养
鱼”的模式，实现年收入8万多元，并带
动汪义策、明祖贵、曾庆才等农户跟进
养殖，联合发展养牛业，户均年收入10
万余元；

……
一花引来百花开。该村党支部书

记汪国华表示，将结合全村雨后春笋
般发展起来的种、养业项目，借势上
坡，助推农业焕发新活力，引领群众齐
富、快富。

种养结合活一方
通讯员 贺祖清 王炜

“有了政府的支持、农行的扶持，我
饲养黄牛脱贫不是梦！”5月26日，赤壁
市官塘驿镇龙凤山村村民张铜山，提前
半月偿还了去年的3万元精准扶贫小额
贷款后，再次续贷8万元发展养殖。

张铜山是一名50多岁的单身汉，之
前苦于没有资金，没有致富门路，一直
没能摆脱贫困。其所在的龙凤山村是
官塘驿镇最贫穷的5个村之一，精准扶
贫工作启动后，张铜山成了赤壁市委书
记江斌的对口帮扶对象。

为服务精准扶贫工作，农行赤壁支
行结合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及时与赤壁
市委、市政府达成《小额扶贫贷款合作

协议》。
农行官塘支行在进村入户调查中

掌握张铜山的家庭情况后，结合实际量
身定做脱贫方案，支持其饲养黄牛致
富。于是，该市农行第一笔3万元精准
扶贫贷款很快发放到位，帮助张铜山购
回黄牛6头，其中母牛4头。

如今，张铜山饲养的母牛，有3头顺
利产下3头小牛犊，1头母牛正待临盆。

尝到养牛甜头的张铜山，下一步计
划用续贷的8万元扶贫贷款，再购买几
头母牛，同时把自家的鱼塘挖深加固，
用余下的资金搞泥鳅养殖，实现“多点
开花”，彻底摆脱贫困。

饲养黄牛奔富路
通讯员 彭火庆 陈明生 叶立清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
端午习俗传千古……”5月30日，是传
统的端午佳节，赤壁市神山镇西凉村村
民自发组织划龙舟活动隆重上演。16
支龙舟队在西凉湖上斩浪劈波，一展身
手，为岸边驻足的村民及游客奉上一场
精彩的龙舟竞技。

上午9时许，随着一声号令，划龙舟
活动拉开序幕，水上一条条“巨龙”从沉
睡中苏醒，将平静的湖面锯开一片片

“水花”。湖上蛟龙你追我赶，奋勇向
前，气势恢宏，呈现出“棹影斡波飞万
剑，鼓声劈浪鸣千雷”的热闹景象。

据了解，神山镇西凉村端午划龙舟

的习俗由来已久，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兴起围网拦网养殖后，湖面日益变窄，
加之投肥养殖，对水质产生不利影响，
划龙舟活动一度中止。今年5月16日，
神山镇率先通过全市湖库拆围工作验
收，全村近2万亩湖面退渔还湖，重现了
自然生态之美，划龙舟活动作为丰富群
众文体生活、提升西凉湖知名度的重要
举措，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便有
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西凉湖上竞龙舟
通讯员 马俊

新村 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