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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在华舟社区，说起王德福，也许很多
人都不知道是谁，但如果提起“王婆婆”，
那可是妇孺皆知。“王婆婆”本名王德福，
年过古稀，身体稍有发胖，因为做事认真，
热心助人，群众总爱亲切地称她为“王婆
婆”。

王婆婆是华舟重工的退休职工，今年
78岁。当她得知社区为成立南园小区党
支部感到头疼时，拥有52年党龄的她，主
动揽起这件难事。在支部选举大会上，她

全票当选党支部书记。在王婆婆的带领
下，南园小区党支部有了自己的活动阵
地，支部建设有声有色。在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中，她还带领支部成员慰问困难党员
和开展送学上门活动，患病老党员崔肇亮
面对前来慰问的支部成员，紧紧握住他们
的手，热泪盈眶，久久不放。

说来，王婆婆已退休23年，也义务为
居民服务了23年。80多岁的刘继宽老
人，由于儿子在国外工作，当他独自面对

老伴去世的痛苦时，对丧事束手无策。王
婆婆主动出来主事，里里外外，忙进忙出，
帮助老刘家张罗丧事。社区要组织正月
十五玩龙灯，王婆婆也主动挑头。

今年7月，全市组织开展城市社区
“党建提升、治理升级”集中攻坚活动，她

积极响应市委号召，冒着酷热挨家挨户做
群众工作，动员大伙一起参与小区建设，
主动担当楼栋“两长五员”职责。

如今，只要说起王婆婆，南园小区
居民无不竖起大拇指：“她是一位好党
员!”

热心快肠的王婆婆
通讯员 贺祖清

依山傍水绿满城
——看赤壁市如何建设山水园林城市

通讯员 付小娟

洪水铺至杨家岭路面

维修工程建成通车
本报讯 通讯员周敏、袁俊报道：“武赤线洪水铺至杨

家岭公路修通以后，村里人再也不用每天吃灰了，出去也
不用戴着丝巾和口罩了，运输也方便了”。8日，中伙镇杨
家岭村农民龚某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洪水铺至杨家岭路面维修改造是武赤线改扩建工程
中的一段，全长3公里。由于沿线超载运输车辆的不断碾
压，该路段路面毁损严重，老百姓反映十分强烈。为了保
障沿线群众出行安全，赤壁市公路管理局经研究决定，由
单位自筹资金对该路段路面进行维修，于今年10月7日开
工建设，11月9日全面完工，总投资550万元。

占地114.56公顷的城市绿肺龙翔公
园，卧伏于闹市之中，山峦起伏，翠浪掀
涛，郁郁葱葱；

巧用杨家湖和金鸡山自然山水风貌，
把老城区金鸡山公园变成了集“水上乐
园、登山步道、沿湖栈道、亭台楼阁、健身
广场”于一体的市民休闲、健身、娱乐场
所；

宝塔山、花果山、龙翔山、金鸡山等4
个山体公园依山而建；

赤马港湿地公园、青泉公园、三峡试
验坝主题公园、一河两岸滨水风光带廊道
亭阁，楼台掩映，构成了一幅水绿相融、城
林相依的靓丽风景……

11月12日傍晚时分，正在人民广场
督查管护工作的园林管理局分管负责人
告诉笔者：近几年来，赤壁市按照构建“郊
野公园、综合公园、社区公园”的城市公园
体系要求，依托山水资源，用一条条绿道、

绿廊，把城区山山水水连成一个大的山水
公园，形成了一道道熠熠生辉的山水园林
城市景观。

移步换景

植被茂密的丰财山山体，蜿蜒穿城的
陆水河河水，是赤壁天赐的钟灵与毓秀。

近年来，该市巧借山形水势，围绕城
区龙翔山、金鸡山、陆水河等城市自然山
体水体做文章，利用滨湖临河的自然资
源，移步换景，借山造园，依水建园，将城
区山体、湿地转建成公园，并与主城区的
广场、公园、街头绿地、游园等点、线、面串
连起来，构成了以风景园林为主体、以湿
地公园为映衬、以道路绿化和滨湖廊道为
支撑、以公园绿地、单位绿化、居住绿化为
响应的山水园林格局。

在“一河两岸”依山就水建成了宝塔
山公园、花果山公园和总面积63公顷的
金鸡山公园、163公顷的龙翔山公园，以
及赤马港湿地公园和7公里北渠景观带，
将其变成了情景交融的综合性主题公园。

借绿置景

陆水湖风景区千山入水，成岛成屿；

三峡枢纽工程实验坝湍流飞溅、白浪如
雪；人民广场、北站广场蕙风和畅，设施完
备；街边绿地和小游园均衡分布，串珠成
玉。

该市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为
契机，把大力开展“拆围献绿、墙面挂绿、
房顶添绿”和积极开展创建园林式单位
（小区）和城市绿地认建认养活动有机结
合起来，对城郊可绿化的公路、铁路、河
渠、堤坝进行全面绿化。

同时充分利用自有植物资源和本土
的重阳木、青桐、栾树、三角枫和马褂木，
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道路景观和层次
分明、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城市绿网。
几年前，陆水河两岸凸凹不平、垃圾成堆，
通过河道清淤护砌，一个面积12.12公顷
的青泉公园脱颖而出，成为了花树掩映的
亲水平台，市民群众在这里休憩、赏玩、运
动、健身，神清气爽，怡然自得。

文化塑景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赋予了赤壁
宝贵的精神财富；羊楼洞明清石板街青砖
黛瓦，石板车辙，是历史留给赤壁的一段
甘醇绵长的岁月陈香；1958年兴建的陆

水大坝，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
批准而兴建，载入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的
光荣史册。

为了塑造独具城市个性魅力的山水
园林城市，该市以“做好三国文章、品好洞
茶文化”为主题，城市园林项目建设从方
案开始就严把文化融入关，把鲜明的文化
元素注入到园景、园艺和园建之中。利用
滩涂、水渠建成的12公顷赤马港湿地公
园，融入了历史文化和地域风情，是城区
休闲娱乐、乡土游憩、文化展示的综合性
绿地主体文化广场；修茸一新的宝塔山公
园文峰塔层檐舒展，叠角飞翘，在山树之
间卓然而立，山风吹来，角铃锵响，市民登
塔远眺，临河观景，不亦快哉；花果山公园
恢复重建了“洼樽怀古”摩崖石刻和斗拱飞
檐的龙翔阁，引人登高望远，遣兴抒怀；在
陆水河两岸拆迁300余户、投资两亿多元，
修茸完善了古城墙公园和青泉公园滨水风
光带，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与此同时，该市寓形于景，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廊、画牌和一个个形
神兼备的园林小品、街头雕塑，变成了城
市的一道道靓丽风景，让“大气、包容、智
慧”的赤壁精神得到充分弘扬。

赤壁市浩海煤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和安热心公益。多年来，在每一个需要帮
助的地方，她总是及时出现：为官塘驿镇
一位特大烧伤的病人捐资三万元；为一对
患癌父子四处筹钱看病，并自掏腰包
6000元；带着义工看望随阳突遭山洪侵
袭的父老乡亲，并个人出资捐赠各种生活
物资；经常给福利院的老人们送米送油，
购买新棉衣棉鞋，置办百叟宴，请演员来
举行文艺表演，让福利院老人们感受到了
儿女般的亲情与温暖……

今年28岁的王棋是赤壁市黄盖湖

人，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家。不幸的是，
在他6岁时，父亲去世，随后，母亲积劳成
疾，生活十分困难。2007年他本人突发
疾病，一度丧失了语言能力，生活不能自
理。家人在负担不了沉重的医疗费用后，
将他送进了福利院。

今年6月，当看到无法发声，在轮椅
上坐都坐不稳、不时东倒西歪的王棋，陈
和安的心痛了。她专程从蒲纺医院请来
专家，为王棋进行诊断。随后，持续出资
为王棋求医，问药，改善生活，请看护。如
今，4个月过去了，王棋的病情有了明显

好转，他可以不借助任何帮助从轮椅上站
起来，扶着墙行走很长的时间，能够在日
记本上写下完整的日记，还能够用语言和
朋友们进行交流，还能够清晰地喊：“陈妈
妈。”

对于陈和安而言，这些事都是再平凡
不过的事情。

陈和安持之以恒，花光百万积蓄的善
行善举感染了身边的家人、同事和亲朋，
他们也主动投身到公益中。小儿子刘长
长说：我们无条件支持妈妈！我现在也加
入到公益活动中来，为社会和谐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因为陈和安的善举，央视专门采访

报道她为“爱心妈妈”。她被评为“湖北
好人”、“咸宁楷模”“感动咸宁十大人
物”。

大德无形，大爱无疆。荣誉面前，陈
和安并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她仍坚持践
行爱的宣言，用自己的懿德善行，将爱的
温暖洒向人间。

陈和安说：“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
果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心，我们就可以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点燃人间真情
通讯员 舒萍

她是“感动赤壁”道德模范、文明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女儿、奶奶，是义工兄弟姐妹们亲切的陈姐，是脑瘫患
儿的妈妈，是赤壁镇福利院老人们共同的女儿。她，是赤壁市浩海煤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和安。

做足生态文章
助力全域旅游

14 日，赤壁市卓尔小镇花溪茶亭景
点，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近年来，该市围绕“全域旅游”建设，
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依托
社会资本，追求特色发展，将生态农业与
旅游产业相结合，努力打造田园特色小
镇，取得丰硕成果。

如今，该市的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万亩茶园等成为游客们心仪的观光景
点。

通讯员 史武 摄

联合执法精准打击

赤壁取缔一家高污作坊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葛先汉报道：11月13日，赤

壁市环保局联合公安部门、官塘驿镇相关部门，依法对一
家高污染作坊进行取缔。

该高污染作坊位于官塘驿镇龙凤村，以收购废旧轮胎
焚烧进行炼油，不仅无任何环保设施，产生的废物还随意
丢弃，属于高危污染作坊。此前，市环保局多次敦促经营
业主停止生产，但该业主置若罔闻，采取打游击的方式暗
中生产。为彻底打击该污染作坊的违法行为，本次联合执
法行动中，执法人员动用挖掘机依法强制拆除该污染作坊
供电设施和生产机械设备，确保企业无再生产能力。

赤壁茶艺培训

让茶文化广为传播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报道：11月13日，初冬已透着

微微寒凉，而在赤壁市一片叶茶艺培训中心，则是茶香袅
袅、茗器生辉、宾朋满座。来自文化界、商界的宾朋集聚一
堂，共同推动赤壁茶文化全面普及、走向大众。

一片叶茶艺培训中心作为一家集茶艺、花道、国学、书
画、陶笛为一体的现代茶艺培训平台，积极创新茶艺推广
方式、丰富茶艺传播与表现形式，致力于成为赤壁茶艺文
化传播的标杆，为赤壁茶文化传播、茶产业发展发挥积极
作用，做出应有贡献。

赤壁市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始于秦、晋，盛于明清，
素有“茶乡”之称。近年来，该市不断深入挖掘万里茶道源
头羊楼洞历史文化资源，多措并举积极推进茶文化的传
播，民间茶艺也伴随着这股东风不断发展，茶艺渐渐成为
一种时尚，一种新时代的待客方式。

赤马港办事处

提升贫困户造血功能
本报讯 通讯员李功胜报道：近日，赤马港办事处委

托种养殖的技术专家，在办事处会议中心主办了精准扶贫
就业创业培训班，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真正掌握一技之
长，靠技术和辛勤劳动脱贫致富。50余名贫困户学员参加
了此次培训。

本次培训针对全处贫困户技能需求而开展，开设了生
态养鸡和无公害养猪、水稻“一种两收”再生稻高产高效栽
培等技术课。讲解图、文结合，通俗易懂。参加培训人员
纷纷表示，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拓宽致富门路，加大增收
渠道，力争实现早日脱贫致富。

劳动力技能培训是贫困户脱贫最有效的途径，是赤壁
市“八个一批”脱贫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为使全处在
2017年按市委要求实现全部脱贫，该处将针对贫困户不同
的受众继续加大培训力度，让贫困群众扎实掌握一技之
长，真正实现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赤壁地税局

大力帮扶驻点村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报道：11月9日，赤壁市地税

局扶贫队来到龙凤山村，挨家挨户地将十九大报告资料送
到村民手中，一边与村委会成员商量着联系专家，给村里
的党员干部深入讲解十九大精神。

赤壁市地税局自2015年进驻该村以来，先后投资20
万元帮助解决了村民饮水工程，如今全村户户安装了自来
水，确保饮水安全。

同时，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该局帮助该村修建了
一个文化广场，让村民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2017年8月
该局再次投资23万元，在全村各组安装太阳能路灯122
盏，实现了全村亮化、美化工程建设。

三国赤壁古战场

研学游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徐冬、王玉成报道：13日清晨

7点，崇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操场，300多名学生怀着激动
和喜悦的心情登上了直通三国赤壁古战场的旅游大巴，去
亲身感受和领略三国赤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以弱胜
强”的七大战役中唯一尚存原貌的古战场遗址，为国家研
学旅游示范基地。近年来，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通过多年
积极探索，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深受老师、家长和学生们的
欢迎，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期，该景区再次整合资源、推陈出新，对研学游活动
方式、内容进一步优化，助推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