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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2~4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晴为主；受地面冷空气南下影响，气温下降。具体预报如下：2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3级，-1～7℃；3日：晴天，偏北风2～3级，-5～5℃；4日：晴天，偏北风1～2级，-5～5℃。今天相对湿度：30～90%

用宽容化解邻里纠纷
○ 刘剑飞

在城市的高楼里，一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往往容易成为矛盾
纠纷的导火索，让邻里间“老死
不相往来”。这些邻里纠纷说大
不大，说小不小，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也可
能导致严重后果。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咫尺之间的邻居该如何为自由
划定边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依
靠文明和宽容去化解纠纷。

众所周知，导致邻里纠纷的
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二：一是一些
人文明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欠
缺，做出违背文明甚至违反法规
的行为，给他人生活造成影响；
二是邻里间缺乏互动，没有感情
基础，导致一些人对别人的一点
点不文明行为，容易大动肝火，
态度恶劣，得理不饶人。

其实，很多时候，对于一些

并不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文明
行为，只要善意提醒就能够化
解。只要人人都怀揣包容之心，
就可以化解邻里矛盾。

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
树立文明意识。小区是一个微
型社会，属于公共场所，每个人
都应该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公共
文明，谨言慎行，自觉做到文明
礼让；一方面，要学会理解和包
容，用善意提醒和文明引导，避
免针锋相对。当然，对于一些性
质恶劣、屡禁不止的不文明行
为，则要严肃对待，甚至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权益。

让我们从多理解、多包容开
始，用善意的提醒、文明的方法，
构建和谐美好的邻里关系。

本报讯 记者吴钰、实习生
章冬开、通讯员关明明、蒋扬眉
报道：昨日，我市举行2017年全
市新任县级领导干部集体廉政
谈话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程良胜出席会议。

程良胜传达学习了省纪委
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要求新任
县级领导干部突出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以永远在路上的
执着，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程良胜结合我市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引用了
近年来发生在党员干部身边的、

值得反思的“不忠、不慎、不畏、
不实、不廉、不正、不严”等现象，
要求新任县级领导干部吸取教
训，不断提升廉洁从政新境界。

程良胜强调，党员领导干部
要忠诚，在党言党、心中有党，坚
定理想信念；要干净，廉政为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担当，履
职尽责、恪尽职守，不当“好好先
生”、不当“甩手掌柜”；要发扬“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马真”精
神，干出新业绩，树立新形象。

会上，151名新任县级领导
干部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迟
到的悔悟》，并进行集体廉洁宣
誓。

我市举行集体廉政谈话会
151名新任县级领导干部参加

90后大学生，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1月29
日，27岁的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青年程桔，吸引了咸
宁无数人的目光。

这一天，湖北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单公布，程桔光荣当选。

“大市村有两大国宝，一是商代铜鼓，二是村支书
程桔。”一位白霓镇网友自豪地说。

程桔何许人也？年纪轻轻的她是怎么走到今天
的？1月31日，记者赴白霓镇大市村，走近这位女村官。

“在外面搞得好，不如把家乡建设好！”

“三万九曲西流水，十里画廊绕月山。”大市村丘
陵遍布，山水秀美。1977年，这里出土至今发现时代
最早的青铜鼓之一商代饕餮纹青铜鼓，全国闻名。

2014年秋，当地发生一件新鲜事：年仅24岁的
大学生程桔，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程桔是大市村土生土长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在
广州阿里巴巴国际站工作。

村里很多人对这个90后姑娘充满质疑，“一个小
丫头，能干些什么？”

程桔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是木匠，靠四处给人
家做工来养家。经过艰苦打拼，家里的境况才慢慢好
了起来。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从小到大，她都努力
学习为弟弟妹妹做好表率。后来，她考上了华东交通
大学广告设计专业，上大学期间曾担任学生干部，入
了党，毕业后在广州阿里巴巴国际站工作。

2014年6月，程桔放假回崇阳探亲。看到村里发
展仍比较落后，而且大多都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就萌
发了为家乡建设出力的想法。恰逢该村当时面临换
届，很多老党员们也希望能换个年轻的、学识型的、能
干事的村支部书记，更好地带动村子的发展。

“她是村里最年轻的党员，而且我看着她长大，知
道她懂事、处事能力强，所以就力荐她！”村主任汪晚
良说起当初推荐程桔的情景时满脸骄傲。当年他特
意找程桔的父亲做工作，希望她留在村里。

“当时，我心里很矛盾。”程桔说，一方面她看到村
民生活状况很不好，心里很不是滋味；另一方面，担心
自己胜任不了这份重任。

“农村工作这么复杂，你一个女娃娃，怎么能扛得
下？”母亲也为她担忧。

“现在我们老了，你们年轻人要是不出来为村里
发展出力，可能大市村永远就是这个样子。”老书记的
一席话，让她鼓起了勇气。

“与其在外面打工，还不如回来建设家乡。是金
子，在哪都可以发光！”家乡的呼唤、父亲的鼓励，最终
点燃了她为家乡奋斗的热情。

“村里的发展要靠年轻人，你搞不懂的，我们这些

老党员可手把手地教你，大家一起携手来改变村里的
面貌。”老党员们的话让她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在外面搞得好，不如把家乡建设好！”程桔最终
决定回家乡。2014年 10月，大市村村两委换届选
举，程桔高票当选为全村的当家人。

“大市村变了，程桔自己瘦了”

在程桔的带领下，原本交通闭塞、发展缓慢的大
市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程桔当选村支部书记时，大市村基础设施薄弱，
集体经济空白，是崇阳远近有名的贫困村。因为贫
穷，村里发生的很多事都让程桔觉得不可思议，比如
两兄弟为争一棵树大打出手，邻里之间为一条水沟排
水打得头破血流……

程桔上任后迅速熟悉村情、聆听民意、请教老党员。
碰到张家长李家短的矛盾，她主动了解情况，站

在公正公平的立场调解，不偏袒任何一方。
为了方便群众，程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制作

便民服务卡，亲自上门发放，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
天生的质朴和热情让程桔很快融入了这个大集体。

大市村地处幕阜山脉边缘，背靠群山，河流穿境
而过，铜鼓、民居、古树、古木、溶洞、渡槽、溪流等自
然、人文资源散布其间。程桔深知原生态景点对城里
人的吸引力，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将这些资源进行合理
开发，从而带动村子的发展，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

“我去过很多乡村旅游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像
丽江、宏村，都是发展乡村旅游致富的。大市村的文
化底蕴、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都很充足，不比他们差，我
们也可以试一试。”在村里召开的大会上，程桔多次提
到要发展乡村旅游，得到了党员群众的一致赞同。

村子要发展，脱贫是第一步。程桔把完善基础设
施作为精准扶贫首要任务，多方争取资金200多万
元，加固河堤、拓宽河堤道路1200米，改造加宽106
国道至大市河堤1700米主干道，大市村主要村湾都
通了硬化公路，村民出行不再难。

村支部筹措100多万元，修建1至4组的安全饮
水工程，实施农田整改项目；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户户
进行改厨、改厕，治理牲畜乱跑、粪土乱堆、柴草乱垛、
垃圾乱倒、污水乱流“五乱”现象，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她还带领大市村走产业扶贫之路。一方面，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新建百亩茶园和60千瓦光伏发电
基地，村集体经济去年突破5万元；另一方面，着力开
展招商引资，引进外地老板改造牛蛙基地，实施淡水
龙虾养殖项目。

旧的村级办公阵地内，没有像样的会议室，没有
足够的桌椅，仅有几间小屋，几张旧桌子。因为离村
民居住点太远，村支部平日里看不到几个人，几乎成

了摆设。2017年，程桔大胆筹措资金新建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如今，新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集便民服
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旅游集散中心
于一体，成了全村人的骄傲。

随着大市村的底子变厚，程桔去年开始规划村里
的旅游线路，修建月山大桥，使村子有了循环公路。
这座桥的修通，不仅方便了该村三组和四组的农田耕
作，利于当地古民居的开发，还可以对接雨山至通山
的旅游公路，串起回头岭、浪口温泉、洪下十里画廊等
沿线旅游资源，使大市村纳入全市全域旅游的怀抱。

“这几年，程桔在村里事事带头，大到村庄建设、
精准扶贫，小到邻里纠纷，她从没缺阵。没钱时她带
头筹钱，缺人时她带头上工……今天大市村变了，程
桔自己瘦了，晒黑了。”汪晚良心疼地说。

“我要为更多的群众服务”

为了大市村，这几年程桔没少受气。有村民家中
要盖房子，把村子的排水沟填堵了，程桔前去劝告，人
家恶语相向；村里要修路，有人不愿意腾出已征收的
土地，随后又是一番唇枪舌剑；还有前来上访的村民，
情绪激动时竟指着她破口大骂……

“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就放弃！”程桔说，农村里
的很多事情仅靠政策是应付不了的，必须站在村民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然后酌情帮他们解决。

个体户程某因一次意外导致高位瘫痪，无力承担
高昂的医疗费，找村里救助。由于程某办过厂，不能
纳为低保对象。程桔知道后，主动上门慰问，还多次
帮他争取大病医疗救助，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程桔所干的事情，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由于常年在外打工，我父亲在家生病时身边都

没人照顾，是程书记无微不至地关照着。而且，我们
每次回家都能看到村里的新变化。”村民殷伟苗说，程
桔带着感情为群众办实事，是村民的好父母官。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份荣誉，更是份责任，
我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谈到3月份即将召开的全
国两会，程桔说自己将不忘初心，为基层农村和农民
发出心声。“当村支书，我是为大市村百姓服务；当全
国人大代表，我要为更多的群众服务，反映人民群众
最真实的声音，为家乡群众做实事。”她说。

临近春节，不管是在外奋斗的游
子，还是在咸打拼的异乡人，都难挡
回家的诱惑。

“在外打拼一年，就为了能回家过
个好年。”昨日上午9时，咸宁火车站出
站口，拖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何琮行色
匆匆，语气间掩饰不住回家的喜悦。

何琮是通山黄沙铺人，常年在广州
打工，一年就回家一次。他说，今年收
入还不错，想早点回家陪家人，就提前
在网上订票，比往年早10天回来了。

在咸宁北站候车厅，湖南人刘艳
和吴灿群夫妻，抱着孩子，带着三大
盒咸宁土特产，正在候车。一家人有
说有笑，脸上全是归家的甜蜜。

刘艳笑着说：“在咸宁务工多年，
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这不，带着土特
产回家过年啦。”她说，咸宁就业机会
多，环境好，交通也方便，明年还有老
乡想来咸宁创业呢。

在武汉上班的王妮，一下车，就给
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她说，咸宁离武
汉近，交通又特别方便，平日里就经常
回家，不过这次回家，心里更激动。

咸宁北站细致的服务，让王妮感觉
很温馨，她感慨：“温馨的提示、温暖的
笑容，让你的归家旅程也美好起来。”

春运首日，记者走访咸宁火车
站、咸宁北站、咸宁南站、市客运站，
感受到的是平安、有序、温馨的氛围，
听到的皆是“体验更美好”的评价。

记者看到，售票人员温声细语、
耐心细致，乘务人员满面笑容、热心

服务；温馨提示随处可见、面面俱到，
服务设施贴心暖心、让人温馨……

咸宁火车站书记吴军介绍，为了
达到“让旅客体验更美好”目标，各大
站点提前筹备，精心谋划，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同时，通过改进售票组织、基
本服务、候车环境、乘降组织、旅客服
务、客服工作等，赢得旅客的认可。

此外，利用不同的形式，认真做
好对每一名参加春运工作的人员的

路风路誉教育，让职工牢固树立“以
服务为宗旨、待旅客如亲人”理念，努
力提高服务质量。咸宁火车站派出
所民警加强巡逻，全力保障旅客安
全。

归家的喜悦

回家的诱惑
——我市2018春运首日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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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客流 回家过年 集体宣誓

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
记者丁婉莹报道：昨日上午，我
市2018年春运工作誓师大会
在温泉中心客运站站前广场举
行，标志着我市2018年春运工
作正式启动。副市长、市春运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凡非出席
活动。

今年春运从2月1日开始，
到3月12日结束，历时40天。
经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全市道
路客运量约为287万人次，同比
下降4%；水路客运量约为39万
人次，同比上升8%。腊月二十
七到除夕、正月初四到初六两个

时间段为客流高峰期。
据了解，春运期间，返乡流、

学生流、探亲流、出行流、生产物
资流高度集中，再加上春运期间
天气变化多端，对春运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和全市交通运输
系统提出了严峻挑战。

活动要求，各单位务必要站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提升政
治站位，细化工作措施，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应急训练，备足应
急物资，改善服务质量，合力打
赢春运工作攻坚战，确保春运工
作万无一失，确保广大旅客乘车
体验更美好。

我市2018年春运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见习
记者谭昌强报道：昨日，全市农
业工作会议召开，要求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抓好农业
农村工作。副市长汪凡非出席
会议并讲话。

2017年，全市农业工作呈
现出“两增”“两进”的特点。全
市农业生产喜获丰收,种植业、
畜牧业、水产业、经济作物产量
再创新高，农业总产值达到
327.2亿元,同比增长4.8%；农
民收入稳定增长,增幅继续高
于城镇居民；农业结构调整有
序推进,农村改革在全省率先
推进。

会议指出，2018年和今后

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将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抓
产业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抓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咸宁
实施，抓科技提升现代农业核心
竞争力，抓服务优化农业发展环
境，抓党建打造“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为重点，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农业农村绿色、优质、高
效、循环、安全发展。

会议强调，全市农业人要久
久为功抓农业，树立功成不必在
我的思想；脚踏实地抓农业，深
入贯彻“马真精神”，真抓实干；
强化担当抓农业，以坚定的使命
担当再创新业绩。

全市农业工作会议要求

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记者王恬、见习记
者丁婉莹报道：昨日下午，市政
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精神。市政协秘
书长游强进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

议精神上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献计出力。要认真学习，领会
精神；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对照
先进，比学赶超；勇于担当，履职
尽责。自觉用省政协十二届一
次会议精神指导好市政协工作
实践，确保会议精神得到全面贯
彻落实。

市政协

传达学习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