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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这里没有朗朗读书声，却有书香涌
动；这里没有喧嚣尘上的热闹，却有纷至
沓来的人群；这里虽然来来往往的人们川
流不息，但大家都放低脚步，尽量不弄出
声响。

周日，阳光明朗，赤壁市图书馆，在琳
琅满目的书架旁、在明净的阅览室里，安
静得能听到轻轻翻书的声音。书香，在这
静谧的空间里弥散开来。

该市图书馆是全国公共图书馆第五
次评估定级的一级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米，现有馆藏图书32万册，各
种报刊杂志300余种，建有独立的数字门
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馆内可同时满足
800人阅读，被市民们称为“家门口的知
识海洋”。

以人为本，让知识动起来

“流动图书馆给我们送来的就是知识
财富。我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学到技术，更

充盈了我们的精神世界。”11月20日，赤
壁市蒲纺社区，在流动图书车上翻阅资料
的读者王先生兴奋地说。当天，该市“全
民阅读流动图书馆”来到该社区，受到了
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居民们在图书车
上寻找各自喜欢的图书，认真阅读，学习
文化知识，啃食精神食粮。

这是该市加强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为推动该市文明城市创建的一
大举措。该馆负责人介绍，图书馆自
2013年8月建馆以来，每年都会组织流
动图书车在全市14个乡镇办事处及各社
区、中小学校，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每年共计40次，年流通图书7000余册，
努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带动群众养成阅
读、学习的习惯，助力社会和谐进步。

为解决部分城区居民因为地理位置
的原因，造成的“看书难、买书难”问题，该
市筹措经费，在老城区新华书店旁设立老
城区分馆，并于今年5月26日正式对外
免费开放，真正做到让市民阅读零距离。

以书为媒，让文化传下来

“现在很多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
移，慢慢地变得模糊，各种民间流传的历
史版本常常让一般的读者难辨真伪。但
是，这里保存的资料全，事实清楚，对文史

研究有很大的去伪存真作用。”经常去图
书馆地方文献室查阅文史资料的张安球
老先生将他个人的2000余册藏书赠予图
书馆时，由衷地说。

谈到自己将藏书捐给图书馆，张安球
老人满怀深情：“我一辈子喜欢书，手不释
卷，见到好书就情不自禁地买下来，慢慢
地家里积累了几大柜子。现在年纪大了，
想为这些书找个好的地方保存，当我看到
图书馆，不仅环境好，设施好，而且在图书
保存上很用心。像地方文献室里，有的书
都几百年了，还完好无缺。”

这当然不是张安球老人一个人的心
愿。自图书馆开放以来，一直着力于地方
文献的保存与传承。自2013年开展地方
文献和赤壁籍作家作品征集工作以来，共
收到来自社会各界人士捐赠书籍1万余
册。另收藏有35位赤壁籍作家、诗人的
作品500余册。该市图书馆正用不懈的
努力，保存着原汁原味的社会面貌，让文
化传承下去。

以馆为柱，把责任担起来

“廉政阅览室不仅加强了大家对党和
国家发展历程的了解，更警醒我们在社会
发展的洪流中要守规矩，严自律。”周日，
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览图书的市民吴先

生说。
为配合赤壁市党风廉政建设宣传工

作，2015年10月，该馆积极配备资源组
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廉政阅览室，
现有各类廉政图书、红色经典图书5千
册，教育光盘200盘，计算机8台。每年
配合纪委、机关工委、妇联等联合开展

“市直机关党务干部培训”、“市直机关申
请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树廉洁家风 建
廉洁家庭”、“全市廉洁教育专题集中学
习会”等活动及举办廉政书画展、老年书
画展，展出作品近1200余幅；接待读者5
万余人次，积极担当起党风廉政建设的排
头兵。

另外，为充分发挥图书馆在文化领域
的引领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
入开展。历年来，该馆在每年的“4·23世
界读书日”、“9·28孔子诞辰日”组织举办
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为了培养孩子们
从小阅读的良好习惯，该馆和各幼儿园联
合组织开展了“幼儿园走进图书馆社会实
践活动”，每年都有10所幼儿园近2000
余名师生参加让小朋友走进图书馆，认知
图书馆，并爱上阅读。

引领文化风尚，倡导社会文明，该市
图书馆正昂首阔步，将文明城市创建的大
旗扛在肩上。

凯利隆科技

产销两旺
11月 20日，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内，员工正在忙碌。

该公司位于中伙产业园，主要进行多

元变性淀粉（不含食用多元变性淀粉）、纸

及纸制品、塑料及塑料制品、纸塑复合包

装制品的加工、销售。

项目2017年4月全面投产，年产淋膜

纸 7000 吨、离型纸 8000 吨、不干胶材料

8000万平方米、缠绕膜 600吨，产品广泛

应用于广告、标签印刷等行业。2017年
预计年产值2.1亿元，税收达1200万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马港办事处重拳出击

依法拆除抢建违建房屋
本报讯 通讯员何勇、舒俊杰报道：11月20日清早，

赤马港办事处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市国土局执法大队、赤马
港派出所、国土所、城管站及卫生电力部门约120余人，依
法开展砂子岭公园项目2标段控违拆违行动。截至目前，
共拆除违建房屋15户，面积达2000平米以上。

据悉，木田社区3组部分地段已列入市砂子岭公园棚
改项目，存在个别村民抢建房屋拟套取补偿款的行为。针
对这一情况，赤马港办事处控违拆违小组坚持开展日常巡
查，依法打击抢建违建等违法行为，持续保持查违、控违、拆
违的高压态势，确保巡查到点、督促到角、抓大不漏小，做到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间拆除，坚决同偷建、
抢建等违法行为作斗争。

11月21日，车埠镇熊家岭村7组的
稻田里，龚华洋他正熟练地操作收割机，
对自家稻田的稻茬进行切割。

今年49岁的龚华洋小时候因患小儿
麻痹症，致使左脚残疾，丧失了劳动能
力；他的爱人除右手残疾外，还因患脑膜
炎丧失语言功能；家中还有年迈的老母
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的重担都
压在龚华洋一个肩上，如何维持生计，照

顾妻子和母亲，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龚华洋左思右想，怎奈身体状况制约，加
之无资金无技术，让他一时找不到出
路。“我当时对机械有点感兴趣，而且曾
经跟村里人帮忙操作过收割机，我想买
台收割机又没有钱。”

今年8、9月中稻收割的季节，驻村工
作队了解到龚华洋的意向后，认为可行，
于是联系银行，帮助他申请到了3万元的小

额贷款，与他人合股购买了一台收割机。
龚华洋介绍，当时买收割机时除去补

贴共花费了7万元，眼下要通过自己的努
力将贷款和借款还清，才能有所盈利。收
割稻谷90元钱一亩，一季谷大概是1个
月左右，大概可以增收一万多元。驻村工
作队还帮他建设了3千伏的光伏发电项
目，年可增收3000元，平日村里如果有维
修水电类的活，也介绍给他做。所有收入

加起来，1年大概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今
年脱贫应该是没有问题。

虽然生活依然有些拮据，但龚华洋
信心满满，他说：“这几年在工作队的帮
助下，我收入增加了不少，以后自己努点
力。明年把自己的田种好，多承包点
田。今年收割机主要是服务本村的，明
年想扩大种植面积，这样可以增加点收
入。”

龚华洋：身残志坚好榜样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赤壁市地税局

推动环境保护税开征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近日赤壁市地税局与环保

局、财政局密切配合，宣传培训、资料交接、入户核对识别等
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扎实推进“排污费”改“环保税”税制
改革，推动环保税开征。

据介绍，该局制定了环境保护税开征准备工作方案，召
开专题会议，确定了时间表、路线图，明确部门分工和责任，
并及时跟踪督导落实，地税局、环保局、财政局各司其职。
同时，通过税企QQ群、办税服务厅、LED屏、印发宣传手册
等渠道多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税法》，深入排污
企业开展调研，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环保税改革良好氛围。

据悉，为促进排污收费顺利向环境保护税过渡，环境保
护税将采取“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作、信息共享”的
征管模式。

为认真吸取北京“11.18”火灾事故教训，11月20日20时，

赤壁消防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出租房、“三合一场所”、群租

房、单身公寓、沿街小商铺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细致入微的排

查，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死角。通讯员 徐聪 摄

赤壁市坚持选派“第一书记”

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胡沙报道：近年来，赤壁市坚

持有针对性地向全市144个村选派“第一书记”，实现农村
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全覆盖。

该市坚持“第一书记”选派标准、严格选派程序、加强日
常管理、建立定期考核评价机制，实现锤炼干部队伍、助推
基层发展“双赢”。

各村“第一书记”精准聚焦农村党组织建设，认真履职
尽责，助推19家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功能拓展升级，实现13
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成功整顿转化，发展农村青年党员87
名，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3200人次，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320名，组织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25期，指导“三会一
课”等党内组织生活78次，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向基层延伸。

赤壁市住建局

开展城乡规划建设调查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11月20日，赤壁市住建局

联合该市国土、林业等部门，对全市四镇一办城乡规划建设
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此次调查主要针对各乡镇、村组在城乡规划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与基层分管领导进行实地走访，听取他们对城乡
归划建设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与方法，进
而加强对城乡规划建设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推动城乡规
划建设的有序开展。

赤壁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出彩赤壁人》完美落幕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李瑞丰、张徐良、邓晓兰报道：

11月19日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赤壁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出彩赤壁人》大型群众励志选秀活动圆满落幕。

入冬后的赤壁气温骤降，但《出彩赤壁人》的决赛现场
异常火热。尚武功夫小子的武术表演《赤壁骄傲》、魏俊和
他的乐队弹唱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王楚表演的《太极琴
侠》、赤壁传奇的串烧歌舞……十强选手们的表演赢得了专
业评审的肯定和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角逐，最终产
生了《出彩赤壁人》年度三甲。

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赤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
至八旬老者，下到几岁孩童，不分职业，不论年龄，有文艺梦
想的赤壁人都站到了这个群众性的大舞台上来。活动参与
度高，辐射面广，丰富了全市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宋明:绿色发展拓富路
通讯员 钟晓阳 石蕾

一块土地，种茶树、养猪还种菜，几
种看似没有多大关联的事物，却蕴含着
一个严密的循环体系。在赤壁市新店镇
官仕坳村有一个出了名的油茶基地，这
里重点打造的“猪沼茶”生态循环系统已
经成型。

走进新店镇官仕坳村油茶基地，看
不见污水横流，闻不到刺鼻的气味。站
在基地最高处，整洁的路面、花园式的厂
区和污水处理站、沼气发酵池等先进设
施和设备，基地美景尽收眼底。

基地负责人宋明是新店镇本地人，

2010年他和家人选定了官仕坳村这个地
形土壤都不错的地方，创办了赤壁鹏利
油茶有限责任公司，主打油茶种植。随
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加之油茶收益周
期又比较长，投放肥料成为一大笔开
销。为了缓解压力，宋明尝试利用基地
闲置面积养猪，这样猪粪既能替代一部
分肥料，还能带来一定经济效益。

本是辅助种茶的养猪，哪知随着规
模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新的产业。到
2015年，宋明先后建成标准猪舍6栋，养
殖规模达到3000头。大量的猪粪作为油

茶肥料还绰绰有余，猪粪的出路也曾让
他一筹莫展。正在此时，农业专家为他
提供了解决方案：建一个小型沼气站。
沼气是十分清洁的能源，可直接用于炊
事、供暖、照明等，既节能又环保。而且
经沼气装置发酵后排出的沉渣又可作为
优质肥料，沼液喷洒在油茶上可灭虫，能
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可谓一举多
得，至此“猪沼茶”这一生态循环系统就
此完全形成。

官仕坳村是新店镇比较偏远落后的
村庄，是湖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之

一。官仕坳村油茶基地是该市2012年度
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工作的重点项目之
一。多年来，该村油茶基地通过生态循环
农业建设，在创造可观自身效益的同时，
还带动25户贫困户80余人以务工、入股
等模式实现增收，加快脱贫步伐。

近年来，新店镇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走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路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逐渐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守
护一方碧水蓝天绿地，美丽城乡渐行渐
近。

浓郁书香弥漫古城
——赤壁市图书馆开展多元化服务纪实

通讯员 张升明 唐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