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

整治违法捕鱼
本报讯 通讯员陈永报道：“老乡，你的渔船并不具

备合法的捕捞许可证，违法了渔业相关法律规定，请配合
说明情况。”近日，赤壁市西凉湖管理局联合咸安区渔政
站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为巩固西凉湖围网围栏拆除成果，有效打击破坏西
凉湖渔业资源、损害汉江荆门段水域生态环境行为，今年
以来，赤壁市加大执法力度，通过张贴、散发宣传资料等
形式，告知群众私捞滥捕、电鱼、炸鱼对渔业资源的破坏
性；二是对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的捕鱼现象进行制止，
没收其捕鱼工具，告知渔民《渔业法》中关于违法捕鱼的
相关规定和私捞滥捕的严重后果。

据悉，此次执法检查行动现场收缴非法渔具2台套，
对4名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2000元，收缴非法渔获10
公斤，有效遏制了私捞滥捕等现象，打击了非法捕捞的行
为，提高了群众对渔业资源保护的认识水平，维护了西凉
湖渔业资源的发展秩序。下一阶段，赤壁市将把打击处
理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形成常态，确保西凉湖得到有效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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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水务局主办

水生态文明

“村庄能变这么美，我以前都不敢
想。”指着宽敞的文化广场，53岁的村民
佘双畗很自豪地说，广场曾是一座废坑
塘，如今却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村
民再也不沉迷于抹牌赌博，而是跳跳广
场舞、健身操。

的确，焕然一新的洪下村，不仅让
村民们住得幸福，更促进了乡风文明。

村民李海兵的经历见证着村民的
文明蜕变。李海兵以前有随手扔垃圾
的习惯，家里面也是邋里邋遢。后来看
到村里越来越干净，他觉得不好意思再
破坏环境，现在已经养成城里人的好习

惯，垃圾一定要扔进垃圾桶。他感慨：
“好环境要自己维护。”

村副主任徐金新介绍，该村自2011年
起就建立了严格的环境卫生制度，每个
组配备3到5个垃圾桶，共配备150个
垃圾桶，还设置了11个专职保洁员。

同时，让群众参与，让群众当家，让
群众监督，激发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和自觉性，让村民们养成自觉维护环境
的好习惯。

此外，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越
来越丰富。近年来，该村以争创“全省美
丽村庄”为目标，以“七有五无”为标准，

按照“一五一十”工程要求，先后完善建
设了3个面积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文化
广场，新建了6块大型文化宣传栏，成
立了3支文化宣传队，有20户文化中
心户，组织群众开展了跳广场舞、舞龙
狮等各种文化活动45场次。

该村还开辟了道德讲堂，开展十星
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共评出十星级文明
户28户、示范户1户，群众精神文化活
动丰富多彩。

而今，村民们家门口有文化广场、
图书室等休闲场所，幸福指数明显提
升。

2 一个干净村庄的文明乡风一个干净村庄的文明乡风

当天，从县城乘船沿被冠以“小漓
江”的隽水河顺流而下，映入眼帘的是两
岸连绵十余里的楠竹海洋，颇有“人在画
中游”的意境。

自然风光引人入胜，而人文景观也不
遑多让。境内有抗倭将领刘景韶墓、王佛
秉烈士遇难处等人文景观；还分布有磨刀
石洞、金鸡听水等自然景点。2010年电
影《白蛇传说》在崇阳的成功拍摄，在境
内新增加了两处景点，一处为隽水河上
游的雷锋塔，一处为下游的许仙家。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吸引众多游
客接踵而至，也让一些村民看到了商机。

农家乐“乡水鱼庄”老板徐红梅说，

以前她在外做生意，2013年，看到家乡
有着巨大的发展契机，便毅然回家建成
农家乐。

“游客可到田地间随意采摘挑选本
地蔬菜，生态农家放养鸡，水库鱼您可亲
自垂钓来烹调，体验返璞归真的感觉。”
绿阳春农庄的老板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村目前已有7家农家乐，
生意红火。

同时，该村的壶头峡景点被开发成
漂流景点，由崇阳籍个体老板葛启斌投
资500万余元于2009年开发建设，集漂
流娱乐、观光旅游、农家乐休闲于一体。
壶头峡漂流2010年6月开始接待游客，

目前，已接待游客万余人次。
此外，该村在市委组织部的帮扶下，

改变楠竹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增加技术含
量，开办1家竹制品加工厂，开展楠竹丰产
林基地建设，并发展林下经济，使村民的
林业收入有望明显增加。

目前，洪下村已经开发的旅游项目有
壶头峡漂流、桃花岛休闲旅游观光、原生态
竹海、十里画廊和农家乐。然而，大部分的
人文景观和自然景点还是一片原始的处女
地，可喜的是这些景点正在投资开发中。

随着旅游资源的逐步开发，洪下村
将向世人展示她独特的美丽，成为崇阳
一抹亮丽的风景。

3 一座旅游富矿的开发发展一座旅游富矿的开发发展

5月16日，驱车来到崇阳县天城镇
洪下村，道路右侧的隽水河碧水悠悠，美
不胜收；左侧的居民小别墅在树林掩映
下若隐若现，似世外桃源。

在洪下村的新农村安置点，享有直
通村子的水泥路，住着两层的小洋楼，村
民徐华兵感觉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徐华兵以前家在洪下村的库区，住
的是破旧的瓦房，出行更不方便，全靠小
渡船、竹排等。他的两个孩子读书更是
艰难，一下大雨，无法渡过隽水河，相当

于“失学”。
眼看着经济条件稍好的库区乡邻都

想办法搬了出去，徐华兵心急如焚。无
奈在外打工的一点微薄收入，除供养父
母与孩子外，已所剩无几。

幸运的是，2011年，洪下村开始兴
建库区移民安置点，投资170多万元集
中安置库区移民的危房改造户27户，并
配套了文化广场、休闲娱乐等设施。

徐华兵享受到了这项好政策。他回
忆，当时搬进新家的时候，大女儿喜极而
泣。他也高兴得抹眼泪，再也不用风里

来雨里去了。
同时，该村还在持续美化村民居住

环境。在市委组织部的帮扶下，投资20
多万元，对洪下休闲广场、洪下旅游接待
中心、麻地边、樟树边等6个村庄进行了
集中整治，维修洪下广场配套设施，组织
义工队及群众绿化美化广场周边环境。

如今，徐华兵的父母跟其他村民一
样，享受着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常常
走出家门，来到文化广场散步、聊天，孩
子们在健身器材上开心玩耍……欢声笑
语传递着对新生活的赞美。

１ 一位库区移民的绿色生活一位库区移民的绿色生活

崇阳天城镇洪下村
与赤壁接壤，由原来的洪
下村与五柳、东流村合并
而成。全村共9个组、568
户、2698 人。耕地面积
687 亩，其中水田面积 16
亩；林地面积2.5万亩，其
中楠竹面积 2 万亩，荒山
3000余亩。

“一叶扁舟踏浪来，
青山环水水环山，茂林修
竹如沧海，世外桃源只等
闲”。该村境内山峦叠
嶂，植被茂盛，山清水秀，
气候宜人，被称之为“天
然氧吧”，属崇阳县四大
自然风景之一，有“十里
画廊”之美誉。2011年被
湖北省人民政府评定为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2012年被评为“湖北省旅
游 名 村 创 建 先 进 村 ”，
2013 年被咸宁市评定为

“咸宁十大美丽村庄”，
2015年被评为“湖北省绿
色示范乡村”。

名片

崇阳洪崇阳洪下村下村：：

““十里画廊十里画廊””添新景添新景
记者 赵晓丽 通讯员 王晗

河流环绕，绿荫绕堤，交通畅达，别具一格的新农村楼房簇拥在青山绿树间，犹如一个世外桃
源。这就是素有“十里画廊”美誉的崇阳县天城镇洪下村。

美丽家园美丽家园
MEI LI JIA YUAN

5月30日，家住市工商局职工宿舍的居
民向记者反映，他们居住的楼房后山出现部
分山体滑坡，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
尽快修复。

记者现场看到，滑波的地方距离最近居
民楼只有十几米远，部分山体和地面几乎
成垂直状态，还有些树木和树根也垮塌下
来（如图）。住在这里多年的张姓居民告诉
记者，原本山体树木茂盛，但每次下大暴
雨，山体就逐渐垮塌滑坡，且扩散面积越来
越大，目前长度达30多米，直接威胁到周围
居民安全。

记者 袁灿 摄

市工商宿舍

后山山体盼修复

咸安

组织志愿者扫街
本报讯 通讯员白岚报道：为响应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迎检的号召，创建和谐卫生城市。5月19日上午，横沟
桥镇镇政府组织该镇年轻干部、利民社区相关人员、横沟
中学教职工及学生、卫生院职工、伟创置业职工等近100
余人，组成一只志愿者队伍，来到横沟桥镇文化巷、金地
小区进行清扫工作，以实际行动投身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倡导广大群众增强自主创卫意识。

现场，连绵阴雨阻断不了志愿者们打扫的热情，大家
奋力的挥动扫帚、铁钳，认真清理街道小巷的垃圾。

参加此次清洁活动的横沟中学教职工小刘表示，创
建卫生城市，营造干净整洁的生活坏境，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改善环境，人人有责。

嘉鱼

防治森林害虫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报道：5月24日，一辆车载式

高压射程喷雾机在嘉赤公路上行驶，不断地往路两旁的
杨树上喷洒农药。这是嘉鱼县森防站技术人员正在对公
路两旁的杨树进行病虫害防治。

据该县森防站站长万全江介绍，今年5月，该县林业
局通过测报点监测发现，全县杨树第二代杨小舟蛾虫密
度较高，预计在6月中旬大面积发生危害。由于杨小舟
蛾等害虫具有趋光性和群居性的特点，公路两侧林木发
病较为严重。“全县森林面积已达到42万多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29%，其中杨树面积有22万多亩，一旦失控，将会
发生严重病情。”

为此，该县及时筹措资金，购买治虫药械，加强药械
配送技术服务，全面开展树林病虫害防治工作。对于堤
防林及部分片林，交通便利的地方采用车载式高压射程
喷雾机，利用苯氧威喷雾；对于郁闭度较高的林地采用机
动喷粉机进行林间喷粉；对于新造的幼林，树小叶少，采
用担架式高压喷雾机进行林间喷雾。

截止目前，全县已经发送林情专报3期，举办技术培
训班2期，发放技术资料3000余份。

嘉鱼

共建亲子林
本报讯 通讯员熊铁山报道：为响应“绿满嘉鱼 花

开南嘉”工程的号召，增强孩子们爱绿护绿意识，5月12
日，嘉鱼县实验小学的小朋友和家长们兴高采烈地来到
牛头山森林公园，开展“我与小树同成长 小手拉大手共
建爱心亲子林”活动。

活动现场，县林科所林业专家为大家讲解了植树及
树苗养护知识。孩子们则拾起工具，踩着泥泞的道路，寻
找自己“专属”的那棵树。原来，参加植树活动的所有家
庭都有一个特定的号码牌，上面记录着树木认养的时间
与所属家庭的姓名。通过种植一棵树，见证孩子们的成
长，是此次活动的意义之一。

“这次亲子植树，不仅为我们的家园添绿，也希望唤
起大家的绿化意识，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当天，该县妇联
主席雷玉萍介绍道。

对很多孩子而言，这是他们人生种下的第一棵树；对
很多家长而言，经历以植树为主题的亲子活动也是第一
次。家长们纷纷表示，“平时孩子很难有这样亲近大自然
的机会，这次让孩子参与到植树当中来，能让他们体验到
劳动的快乐，也能让孩子知道绿色来之不易。”

我市全面启动“清河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敖琼报道：近日，我市印发《咸宁市

“清河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统一启动
“清河行动”，旨在解决河湖库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保护方面积疾多年、久拖未除的重点难点问题。

这是咸宁在全省率先出台《河湖库长制实施方案》后
的又一主动作为，标志着咸宁河长制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据悉，为保证清河行动效果，市河长办将会同牵头单
位将于6月、9月、12月组织开展检查督导，专项整治行
动成果将列入2017 年“河湖库长制”年度目标考核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