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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咸宁，那无边无际的绿色总会涌到我的眼前,
说到咸宁，那汩汩流淌的山泉总会响在我的耳畔,
说到咸宁，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飘进了我的梦境,
说到咸宁，一丝丝迷濛的烟雨湿润了我的眼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常含着感动的泪花，
因为咸宁这片土地，总让我深深地眷念；
为什么，我的心底常常涌起幸福的暖流，
因为咸宁这片热土，是我们永恒的挂牵。

是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风景无限，
可回头一望，我还是最爱我的咸宁，我的家园；
尽管世上的花朵五颜六色，让人眼花缭乱，
静心一想，还是我的咸宁开得最香，开得最艳！

这里是中国中部一颗搏动的“绿心”，
这里铺开一幅生态文明的秀美画卷。
这漫天泼洒的绿色，这遍地流淌的绿色啊，
把春天和生机永远定格在了多情的鄂南。

在这里，才真正称得上“山清水秀”、“水碧天蓝”，
在这里，才真正说得上“风清月朗”、“花好月圆”，
在这里，才最有理由谈论“绿色崛起”、“幸福指数”，
在这里，才最有资格夸耀“诗情画意”、“温馨浪漫”。

每一片桂树叶子都含有一个优美的故事，
无数个故事串起“天下第一香”的桂冠；
每一根竹子都可以削成一支悠扬的簫笛，

无数支簫笛吹出对“人间天堂”的礼赞！

礼赞咸宁，你这古老而传奇的城市啊，
你从《易经》走来，你从《诗经》走来，
你一路脚步铿锵，踏着历史前进的鼓点；
礼赞咸宁，我的年轻而靓丽的城市啊，
二十年奋发图强，二十年沧桑巨变，
你以崭新的容颜，跨进了新时代的门坎。

此时此刻，我有十万个祝福献给你，
祝福我的咸宁，青春年少，如日中天；
此时此刻，我有无数个祝福献给你，
祝福我的咸宁，一帆风顺，宏图大展！

新时代，必有新的作为、新的贡献，
新时代，开启新的征程、新的诗篇。
市委、市政府运筹帷幄，目光高远，
为咸宁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崭新的画卷。

咸宁的特色很多很多，最大的特色是碧水青山，
咸宁的优势千千万万，最大的优势在生态自然。
绿色是咸宁的底色，绿色是咸宁的财源。
绿色是咸宁的命根，绿色是咸宁的名片。

呵护绿色，就是守住咸宁的根哪，
根深才能树高千尺，叶茂枝繁。
呵护绿色，就是守住咸宁的底线，

“绿色崛起”，就是坚持新的发展理念。

呵护绿色，才能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呵护绿色，中国中部“绿心”才会名不虚传，
发展绿色，“国际生态城市”才能矗立在鄂南，

“建优建强绿色品牌”才不会成为一纸空谈。

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咸宁”，
咸宁就要以独特的个性让世人刮目相看；
既然要让咸宁响誉全国，走向世界，
就要把她妆扮成“世界唯一”，美仑美奂。

啊！生活在咸宁，幸福像鲜花一样灿烂，
碧水青山之间，我们笑也年轻，梦也香甜；
做一个咸宁人，我们感到任重道远，
更优更美的香城泉都在向我们呼唤。

来吧！把咸宁的每一寸土地变成金山银山，
让春天的颜色常驻咸宁，处处生机盎然，
让“绿色崛起”在这里做一个经典示范，
让全面小康的“中国梦”在我们手上实现！

看！巍巍幕阜山，高举起我们自信的头颅，
滚滚长江水，激荡着我们雄壮的肝胆；
我们有巧借东风的智慧，不怕千难万险，
我们有滴水穿石的执著，何惧万重关山。

看！东风万里浩荡，红旗如画招展，
三百万咸宁人民，雄心壮志大于天。
阔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我们携手并肩，撸起袖子干！干！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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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咸宁
柯于明 （市直）

门口有两棵铁树，冬天的时候叶子全掉了。
而等到春末夏初，一棵蓬勃生长每天都不一样，一
棵依旧光光秃秃仙人球似地尴尬杵在那儿。房东
老头说它还没死，天气热了暖风一吹，绿油油的叶
儿就一下子抽出来了。

我怕是没机会看见它爆发的一刻了，宅了两
个月明天就要启程去下一个地方。时间不会因一
个人的蹉跎不前而有片刻迟疑，没有激情没有炙
热没有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一晃而过，这些本应
作为生活主旋律的闲琐已经让我无所适从。十月
份出来，下一个十月回去——这个不能更改的约
定让我格外珍惜时间，仿佛只剩这一年生命。所
以每刻都在寻找契机寻找奇迹，每刻都在释放所
有生机，对每一个人看得上眼的人表达善意。所
以被人看作中央空调，被人吐槽花心大萝卜，被人
说年纪小不懂事。好意不被珍惜，热心遭人嫌弃
——所幸我还没到这地步，但是脑洞里已经开始
想象自己的悲惨境地。无论怎样我依然在这儿呆
了两个月，自己说不清为什么，别人眼里的理由也
不认可，大概一点点侥幸就足够坚持很久，人真是
可悲又可怕的生物。

另一个被嫌弃的事是烟，这个我知错难改无
心辩解。而白天和晚上的烟是不一样的，白天的
烟再努力燃烧自己也只是一点红色，在日光下挣
扎呼喊，没人会注意；晚上的烟却轻轻袅袅地飘
着，一明一灭就格外显眼，总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光点，没人理会也没什么大不了，温暖一个抽烟的
人就足够。

我不知道这棵光秃秃的铁树会不会爆发，但
另一棵一定会蓬勃生长。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了谁
彻底戒烟，但夜里仍会为自己点一根烟，也许只看
不抽。我不知道这两个月在别人眼里有没有意
义，但我会记住几个人的身影，期待那微小近乎不
可能的机会在街头碰上然后认出来。

人们藏着自己的心思，在漫长岁月里用日积
月累下的感动作为爆发的力量，也许只是等待暖
风和热天。细水长流才是生活，激情感动只是调
味。

可我就是那种把调味料当饭吃的人啊，也许
被齁死，被辣死，但只要还有水就能再吃一点。

还是做那棵每日蓬勃的铁树吧。
因为热天和暖风终究会来到。

咸宁市人大常委会2018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2018年2月7日咸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主任会议通过)

为了科学、合理地安排市人大常委会
2018年度立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条例》和《咸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立法条例》，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制订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通过立法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咸
宁贯彻落实。坚持立法先行，加强城乡建设与
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重点领域立
法，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党对立
法工作的领导，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和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坚持务实管用，更
加注重法规的有效实施。建立健全地方立法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
作中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凝聚咸宁力量、推
动制度创新、引领改革发展，为推进小康、创
新、绿色、开放、幸福咸宁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二、2018年度立法计划项目安排
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湖北省地方性法规相
抵触的前提下，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突出地
方立法重点，充分考虑立法时机和项目成熟
度，对2018年度立法计划项目作如下安排：

（一）计划项目
1、《咸宁市城区山体保护条例》（建议2月

份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起草单位：市
林业局）

2、《咸宁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建议
6月份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起草单

位：市住建委）
（二）预备项目
《咸宁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起草单位：市城管执法委）
（三）调研课题
1、《咸宁市古桥保护条例》（责任单位：市

文新广局）
2、《咸宁市旅游促进条例》（责任单位：市

旅游委）
3、《咸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责任单

位：市公安局）
计划项目的起草单位要成立法规起草协

调小组，协调小组由起草单位、市政府法制办、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
构等单位人员以及专家组成；要做到任务、班
子、人员、经费、时间“五个落实”，保证按期完
成法规起草任务。初次审议的法规案原则上
应在建议审议时间的30日前向市人大常委会
提出，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出的，提案人应书
面说明理由。预备项目的起草单位应当抓紧
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在立法条件成熟时，预
备项目可以依法及时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调研课题的责任单位要及时组织开展
立法调研，在条件成熟时，调研课题可以按照
立法程序列入年度立法计划，适时提请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
机构要提前介入法规的调研和起草，及时掌握
进展情况和法规所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积
极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研、起草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组织召开年
度立法工作推进会，对年度立法工作进行部
署，加强对立法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督促和
落实，推动立法计划的顺利实施。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

1、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立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社会参与的

“四位一体”地方立法工作体制。建立立法规
划和计划、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市人大常委会
编制立法工作规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要报
经市委同意；立法涉及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
题，或者涉及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体制和重大政
策调整的，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市委报告。

2、发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
的主导作用。强化立法项目统筹安排，科学合
理配置立法资源。加强立法环节沟通协调，推
动、督促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立法计
划及时组织起草法规草案，按时提请审议。加
强和改进法规审议工作，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广泛凝聚有益共识。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
法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认真研究采纳人大代表
的意见。坚持立法与法规实施并重，加大法规
实施监督力度，适时开展执法检查，积极推进
法规有效实施。

3、建立健全立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
立法联系点建设，建立立法联系人制度，不断
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渠道。建立
地方性法规审议工作规程，完善审议工作程
序，促进法规审议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提高立
法质量。建立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制度，
督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制定配套制
度和措施，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法规实施情
况。建立立法协商机制，充分发挥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
会组织在立法工作中的咨询协商作用。研究
制定县级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职责指导意见，
加强基层人大法制机构建设和工作指导、培
训，增强立法工作合力。

4、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积

极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将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工作纳入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完
善备案审查工作机制，以报备率、及时率和规
范率为标准，建立备案审查工作通报制度，开
展备案审查工作专项检查，进一步提高备案审
查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加强对县
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的指导，落实工作
职责，促进上下联动，实现县级人大常委会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均衡发展。

5、抓好立法宣传和舆论引导。利用各类
新闻媒介，继续做好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制定
地方性法规权限和意义的宣传力度。坚持立
法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与立法工作同步谋划、
统筹安排，做好地方性法规起草、审议和通过
后的宣传工作，增强社会各方面对立法过程的
了解和参与，使立法机关依法履职的过程成为
引导社会舆论、凝聚各方共识、普及法律知识
的过程，为法规正确、有效实施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6、加强立法工作队伍建设。主动
适应新形势下立法工作的需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努力提高立法工作队伍的思想政治
素质、业务工作能力和理论研究
水平。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对立
法工作人员进行有计划、多层
次、多渠道的培训。创新
立法人才培养和任用机
制，着力培养立法骨干人
才。加强立法智库建设，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增强立
法工作力量。

本计划在执行中如需调整，由主任
会议决定。

两棵铁树
曹耘康 (赤壁)

没有一种滋味

能让人如此期待，

期待看到离乡多时的

亲人归来的身影。

没有一种气息

能令人如此歆享徜徉

而舍不得离开，

时间却趁人不备地

抽身而去。

这种滋味

真挚而刻骨铭心，

这种气息

氤氲而向往已久。

乡愁吹奏在杏花村
牧童的笛子里；
塞北的月牙泉中，
倒映着你婉约的身影。

你穿行
在老妈妈挑灯一针
一线的密缝中；
急切着伫立在村口
老父亲旱烟抽了一袋
接一袋的眺望。

你袅袅在

四周渐起的炊烟，

柴火饭的味道

清香而诱人。

你照耀在

古民居的青瓦上，

羞红脸的霞光，

倾注着老人的叹息

和顽童的欢笑。

你在葡萄架上

斑驳着天涯此时；

随中秋婵娟的升起

阐释着一袭飘逸的轻纱

带走的牵挂。

你最终还是
幸福地随着年末的车厢
颠簸在漫漫的归途，
时逢街边零星的
鞭炮声，展露开心的
笑脸。

你就是这样
被定义，天南地北
仅仅是时空的差离；
你就这样有性格，
尽管物是人非
却依然在风中等候！

乡 愁
邓林 (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