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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本报讯 通讯员陈雯报道：2月 8
日一早，崇阳县青山镇华陂村的村民
张娅就看到一辆正在播放禁毒宣传片
的宣传车开到了村子里，她带着孩子
循声来到了村委会门口，才知道原来
是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联合
县老年书画家协会开展送春联、宣传
禁毒知识的活动。

书法家们泼墨写福，把禁毒、防毒
的内容融入到春联中。村民们有的拿
起册子精心挑选中意的对联，有的忙
着把刚写好的对联摆放在广场上晾
干，还有细心的村民提起竹篮跑到田
埂边捡来石子压在对联上，防止被风
吹乱。

“我儿子在外地打工，我就选这副。”

听到民警讲解这副对联的寓意后，村民
李大妈高兴地接过对联。“我还想讨一
幅行吗？”“我喜欢这个‘福’字”……村委
会门口的空地上热闹非凡。

活动现场，崇阳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的民警们站在禁毒宣传展板旁，向
村民们发放宣传手册，讲解辨识毒品
的方法，通过典型案例介绍毒品对个

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解答村民们有
关禁毒知识的疑惑。

送福到家门禁毒保平安

依法治县进行时
崇阳县司法局协办

本报讯 通讯员甘丁晶、特约
记者汪国文报道:为进一步做好春
节维稳工作，1月份以来，崇阳县
港口司法所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调
解各类纠纷。

接访听民声。自元旦以来，该
所坚持开门接访，在接待来访群众
时，司法所干警运用业务、法律知
识耐心为群众解答，引导群众依法
办事、依法上访，走合法渠道表达
自身诉求。对在接访过程中遇到
的可能影响稳定的上访案件或重
大矛盾，及时上报当地政府，并配
合政府，主动逐个研究解决，及时
消除不稳定因素。

走访解民忧。坚持司法所干
部走访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到村
组、单位、矛盾易发区进行下访、走
访，实施矛盾纠纷排查摸底。在走
访过程中，通过与村干部、群众座
谈等，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隐
患纠纷及时化解。1月中旬，港口
司法所干警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一

对小夫妻因为琐碎小事吵架闹离
婚，立时就将小夫妻俩分别进行调
解谈话，通过一番工作，夫妻俩又
重归于好。

回访暖民心。化解矛盾纠纷，
既求一时，更求长久，绝不让矛盾
留尾巴、存隐患。港口司法所坚持
每调解好一起纠纷，一周后采取电
话或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回访，了
解后续情况是否良好。1月初，港
口司法所工作人员对两起已调解
好的纠纷的当事人进行电话回访，
对方均表示感谢，说事情处理得很
圆满。

截止目前，该所已受理 8起调
解纠纷，其中5起已经成功调处成
功，3起正在调处中。

港口司法所

“三访”促和谐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忱、通讯
员王良民报道：春节临近，为充分
体现党和政府对优抚对象、受灾困
难群众、特困家庭等的关爱，确保
他们能快乐、祥和、平安度过春节，
崇阳县民政局从 2月 7日开始，对
全县 12个乡镇优抚对象、低保对
象、五保对象、倒房重建户、“三留
守”人员、计生后遗症人员进行了
节日慰问。

该局分成 12 个小组深入全
县 12个乡镇，在各乡镇民政办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进村入户，为
全县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在乡
复员军人、铀矿开采退役人员、
军烈属和现役军人家属、因灾倒
房重建户、低保户、五保户、留守
老人、妇女、儿童、计生后遗症患
者等共 217 户，共计发放资金
8.68万元。

县民政局

积极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良民报道：
春节临近，因灾倒房户的房子建好
没有？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
难？带着对灾区群众的关心和牵
挂，2月 7至 8日，由省住建厅勘察
设计与科技处调研员陈浩泉、省建
管局综合处主任科员徐忠于到崇
阳县走访慰问 2017年因灾倒房重
建户。

该县高枧乡村民廖国文，几年
前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加上
今年因灾房屋损毁严重，生活很长
一段时间没有着落。县民政局在
了解到他的家庭状况后，立即为他
申请到了倒房重建资金，帮助他重

建了家园。
省住建厅领导走进村子，一排

新房映入眼帘。“生活怎么样？还
有什么困难？”省住建厅领导详细
询问。廖国文说，感谢党委政府出
资援建新房，2017年8月份开工重
建，11月就搬进了新居。离开前，
陈浩泉向他家送上慰问金，并鼓励
他坚定生活信心，克服暂时困难，
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据了解，省住建厅领导在这次
走访慰问中，深入到该县高枧乡、
路口镇等边远乡镇，对高枧乡 11
户、路口镇4户共15户因灾倒房重
建户进行了走访慰问。

省住建厅领导赴崇阳

慰问倒房重建户

本报讯 通讯员柳军霞报道：
春节来临，崇阳县工商局、崇阳县
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开展系
列的“新春慰问情暖人心”走访慰
问活动。

2 月 2 日开始，崇阳县工商
局、崇阳县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
会在全县个私业主中开展送温暖
走访慰问困难会员活动，切实关心
帮助困难会员 100户，体现组织温
暖。

2月6日上午，该局驻桃红村
工作组和精准扶贫责任人员一
行分成 4 个组，深入村民家中，

向贫困户、60 岁以上的老党员
和五保户们送上慰问金，鼓励
他们注意身体，勤劳致富，早日
脱贫。

此次慰问活动中，该局党组还
向系统 90余名离退休干部职工、
困难职工和干部职工遗属们也送
去了米、油等慰问物资，并送上新
春祝福。

慰问组 每到一处，都认真了解
详细询问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叮嘱大家注意身体，安心
过年，合理安排生活和工作，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县工商局

新春慰问暖人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忱、实习
生张敬、通讯员丁嘱报道: 2月 11
日，市政法委副书记周斌一行赴崇
阳县专程慰问了一批见义勇为代
表及其家属或遗属，副县长蔡耀斌
陪同参加了慰问。

在县委政法委会议室，周斌
亲切慰问了见义勇为代表钟美意、
汪洋、黄英良，程翔以及汪沈阳的
遗属，详细了解了见义勇为人员及
其家属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
送上慰问金和新春的祝福。

程翔，1995 年 6 月出生，于
2012年 6月 28日，在崇阳县铜钟
山庄大市河游玩过程中，为救落水
同伴，不幸献出了年仅 17岁的生
命。程翔的去世给了其父母巨大
的打击，作为高龄失独家庭，其父

母为求子，欠下了十几万的债务，
目前家境贫寒，租住在香山小区公
租房。

闻讯后，周斌专程来到程翔
家走访慰问，为程翔的父亲送上
慰问金，祝福他们好好生活，过
一个祥和的春节，并叮嘱有关部
门要切实解决其家庭遇到的实
际困难。

周斌要求，见义勇为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要大力宣传见义勇
为模范的事迹，弘扬见义勇为精
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扶正祛邪、
扶危济困的良好风尚。要动员各
方面力量，关心见义勇为人员及其
家庭，积极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救
治、康复、抚恤、保护工作，让这种
正能量传播更广更久远。

市政法委领导赴崇阳

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沈胜祥、特约记
者黎志远报道：崇阳县政务服务和公
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为扎实做好
政务服务大厅春节期间政务服务工
作，采取多项便民利民措施，开展“春
节满意服务”活动，确保群众顺利办
理各项业务，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
度，真正将高效、优质、便捷服务落到
实处。

节前，针对春节将至，大量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和放假学生陆续返乡
过节，即将迎来的新一轮业务办理高
峰期，该县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召开窗
口工作人员会议，要求各窗口做到提
前安排部署，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全
面推行各项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将
专业化、标准化、人性化的服务融入
到政务服务的各个环节，为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热情服务。对前来办事的
群众认真接待，特别是对于行动不便
或老弱病残的，更是积极主动提供帮
助；延时服务。为确保群众办事不跑
二趟，窗口工作人员对到下班时间仍
未办完的事情，毫无怨言加班办理；靠
前服务。对于有些可以上门服务的项
目，窗口工作人员根据预约利用节日
放假期间，主动上门为群众办理。

在节日后上班期间，将为外出务
工经商群众提供各项便民利民服务
活动，实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工作
制度，全程为办事群众提供复印、停
车、饮水、上网、电话、书吧阅读等免
费服务，积极营造良好、温馨的政务
服务环境，让每一位办事群众真正成
为政务服务的主人，真正感受到家乡
发展的变化。

县政务服务中心

“春节满意服务”受欢迎

虽是三九严寒，但在崇阳县铜钟
乡清水村王雄兵的油茶园，阳光照耀
下茁壮的油茶闪闪发光，稀疏的茶花
玉洁冰清，散发出阵阵清香，置身油茶
园俨然进入令人心旷神怡的画卷。

清水村党支部书记冯志军谈起油茶
园主人王雄兵的传奇人生，就是一个浪
子到油茶种植大户蜕变的故事。

魔咒缠身 涉赌岁月不堪回首

王雄兵今年 49岁，初中毕业后在
崇阳县卫生材料厂工作，当过煮布工、
洗布工，样样干得出色。1993年企业
改制后赴广东打工，1995年结婚后一
直在家务农。手中有10多万元的积蓄
的王雄兵，一家人日子过得开心自在。

2007年，一种叫“二八杠”的赌博
活动传到崇阳，王雄兵平静的生活彻
底不平静了。

王雄兵说，第一次是几个朋友见

他人讲义气，照顾他到“二八杠”赌场
上“放哨”，每天给500元的工钱，一个
月收入 1万多。王雄兵认为钱好赚、
来钱快，想一夜暴富，打起自己开场子
的主意。

命运常常给人开玩笑。一开始，
王雄兵开场的确实赢了些钱。中间输
了赢，赢了输，反反复复。他像中了魔
一样越陷越深。最后只好借民间高利
贷，到 2008 年农历年底欠下高利贷
180多万元。

浪子回头 镇村干部倾情帮扶

古话讲借钱还钱，欠债还债，该还
的钱一定要还。王雄兵不像其他涉赌
欠债人一样玩躲猫猫跑人，而是把那些
债主通知到一起，算好账目，打好欠条。

乡干部陈振清、原村支部书记汪
徳义听闻此事，因为熟悉王雄兵的为
人，知道他的本质并不坏，只是一时糊

涂误入了歧途，一心一意想帮扶他，就
多次找他谈心，语重心长地劝他彻底
告别赌博，天上不会掉下大馅饼，财富
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

2013年，王雄兵在崇阳一个工地
上打零工，一个债主找到他，王雄兵二
话不说，爽快地把3天的工资450元钱
全部给了他，债主见他如此诚心，心里
过意不去，反倒给了王雄兵几十元的
伙食费。

机遇总垂青有准备的人。2014
年，王雄兵了解到崇阳大力发展绿色
产业，提倡大栽油茶、茶叶、楠竹、雷
竹，他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开荒
种植油茶。但承包 900 亩荒山要整
地，前期的费用相当大。

王雄兵再次向亲戚朋友求助。面
对改邪归正的他，亲友主动向他伸手，
借给他钱物，有的亲友还上山帮助他
整地开荒……

筑梦荒山 绿色产业奔向小康

酷暑炎热，王雄兵开荒的双手磨
起血泡，人晒得黝黑，太辛苦不说，且
一时收不到益，认为希望渺茫，甚至想
放弃。

冯志军了解到情况后，多次到油
茶山上与他促膝谈心，劝导他困难是
暂时的，只要项目选得准，还债致富大
有希望。通过冯志军的多次指教，王
雄兵恢复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此后，王雄兵几乎每天都在山上，
给油茶下有机肥，为了把油茶管理好
曾几次到通城县油茶基地参观学习。

王雄兵介绍，前期栽种的 200亩
油茶已经开茶挂果，后来栽种的 700
亩陆续挂果，5年后全部进入丰产期，
估计每年收获油茶籽 700多万斤，每
亩收入按4000元至5000元计算，年产
不可估量。王雄兵胸有成竹地对记者
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将来建一个油茶
加工基地和旅游观光农庄。

2016年，王雄兵当选为乡人大代表。
浪子回头金不换，种得油茶满山

坡，乡村干部、亲朋好友，甚至是曾经
的债主，对王雄兵都刮目相看。

王雄兵的油茶梦
特约记者 黎志远 徐功频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迪新报道：
春节将至，为体现对特困群众的关怀，
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切实送到每个残疾
人家庭，让贫困残疾人朋友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喜庆的新春佳节，崇阳县
开启2018 年大慰问模式。

2月8日，崇阳县四大家领导对12
个乡镇24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慰问，县委

宣传部领导还慰问了市道德模范、肢体
残疾人刘细谷。2月9日—12日，县残
联干部分别走访慰问了各协会主席、残
疾人运动员以及困难残疾人家庭，为他
们送去慰问金、羽绒服、米油等物资。

汪海江，肢体残疾人，年老多病，
一双儿女都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家庭
收入靠低保兜底、两项补贴维持，生活

十分困难。县残联理事长王珲珲鼓励
他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面
对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逐步改
善生活。

县残联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保障和扶持力度，
继续做好残疾人帮扶救助工作，切实解
决他们生活、就业上的的实际困难，营

造关心残疾人、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
围，让更多的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困难残疾人肖银霞说：“感谢县级
领导、乡镇对我们的关心和慰问，你们
一直惦记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党
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据了解，全县共走访慰问了 180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慰问资金9万元。

关爱困难残疾人家庭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通讯员
夏继龙报道：为全面贯彻落实“河
（库）长制”，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
保护河道的良好氛围，2月 9日，崇阳
县天城镇组织社区干部和青年志愿
者开展辖区河道垃圾清理行动，助力
美丽乡村、文明村镇建设。

在长长的隽水河道，记者看到 80
余名社区干部和青年志愿者穿着“红
马甲”，对河道沿线白色垃圾、生活垃
圾和卫生死角进行清理，成为隽水河
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镇干部王晶告诉记者，正值
新春来临之际，天城镇和社区干部

近百余人一起参加这次碧水保卫战
活动，共同保护清理“母亲河”，让

“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大家再次
体会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增强
了当地村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大
家共同参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积极性。

据了解，按照“河长（库）制”要
求，为实现“河畅、水清、堤固、岸
绿、景美”的生态环境目标，天城镇
将定期做好辖区河道垃圾及水面
垃圾漂浮物清理清运工作，努力打
造水质良好、水面清洁的沿河生态
环境。

落实“河（库）长制”

崇阳“护河使者”在行动

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是我国
传统的小年。在偏远的崇阳县桂花
泉镇双港村，残雪尚未消融，初春的
暖阳还带着些许寒意，而新落成的村
委会大院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从四乡八里赶来的乡亲们，扶老携
幼，早早就来到了这里。

原来，该镇首届“泉镇民星”表彰
活动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

上午 10时许，来自县书法家协会
的老书法家徐和宪、庞旺胜、周劲民、
艾中奇便提前来到了活动现场，他们
个个挥毫泼墨，只见一个个苍劲的大
字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片刻间一
幅幅对联就书写完成，鲜红的对联在
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如同一团团燃
烧的火焰。他们花费近4个小时写就
的300多幅对联一下子被乡亲们挑选
一空。

广场正中间，由县文广局提琴戏
剧团的艺术家们也是早早地来到了
活动现场，他们搭起流动舞台，演艺
人员精心描眉画脸，准备起了行头，
咿咿呀呀的开始吊嗓，为接下来的演
出精心的准备着。

下午1点30分，该镇首届“泉镇民
星”表彰活动正式启动。桂花泉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黄震宣布双港村兴业
致富能人周旭升、自力更生标兵陈四
良、好婆媳卢美玲、乐于助人楷模孙
四牛等 14位“泉镇民星”上台领奖。
县委组织部、桂花泉镇党委领导向各
位获奖代表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并合
影留念。

颁奖活动结束后，台上的提琴戏
已迫不及待的开场了。一招一式，一
板一眼，栩栩如生的表演，赢得了双
港村父老乡亲的阵阵喝彩。

活动现场，68岁的村民陈蒲生看
得格外认真，他激动地对记者说：“今
天的戏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今年68岁
了，从来没有看过戏，今天能在家门
口看上戏，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感
谢政府对我们山区老百姓的关心
呐！”80岁的黄双田婆婆在儿媳妇的
陪同下，坐着轮椅也来到了活动现
场，黄婆婆动情地说：“政府今天送戏
下乡，我打心底喜欢，感谢党、感谢国
家、感谢政府！”双港村村支书对记者
说，今年政府在双港村投入了扶贫资
金700万元，为群众解决了修路、安全
饮水、高压线、通讯基站、村级集体经
济光伏发电等一系列村级基础建设，
村民的生活条件在不断提高，双港村
的村容村貌已经大变样。

镇党委书记徐鹏志介绍，此次活
动是“泉镇民星”评选活动的第一站，

评选活动涉及到全镇 8个行政村，以
村为单位，奖项分为生产发展带头
人、孝老爱亲文明人、公益事业热心
人等三大类七小类，由镇党委、镇政
府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适当物资奖
励。开展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深
入挖掘、培树、宣传身边的模范典型，
以模范的带头作用来激励全镇公民
积极向上、孝老爱亲、爱国爱党爱人
民的美好品德，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思想保障和精
神动力。

据悉，该镇党委向获得表彰的14
位“泉镇民星”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
他们发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自力
更生、自强不息的品德给予了高度的
肯定。并号召全体村民要向“泉镇民
星”学习，努力将美丽乡村建设得更
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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