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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5日夜间到6日凌晨，冷空气主体南下，降水渐止；6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具体预报如下：4月6日：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7～15℃；4月7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5～16℃。

1988年出生,初中毕业，装甲驾驶
专家，习近平总书记曾登上过他驾驶的
装甲指挥车……连日来，崇阳县金塘镇
石店村现役军人陈昂的事迹成了人们
热议的话题。

“在家，他是全能型的好帮手”

四周群山环绕，小河穿村而过。屋
外场地干净整洁，屋内墙上两张红色的
奖状赫然醒目……走进石店村三组陈
昂的家时，感觉素雅、洁净。

陈昂出生于1988年冬，父亲陈义
书今年52岁，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
母亲付红意今年51岁，曾在村里当了
十多年的妇女主任。陈昂还有一个姐
姐和一个妹妹。因为人口多，收入薄，
家境贫寒，陈昂2005年初中毕业后就
辍学了。

“他在家时，是个全能型的好帮
手。”陈义书告诉记者，陈昂从小就特别
懂事勤劳，无论是做家务活，还是做农
活，他样样都在行，样样抢着干。

每到冬天，家里靠烧炭卖维持生
活。炭窑在离家10多公里的深山里，
陈昂一放寒假，就去帮父亲砍柴、烧
窑。

“他待人特别真诚，村里人都喜欢
他。”在村里工作了18年的村干部陈象
虎说。村里有个70多岁的孤寡老太，

因行走不便，挑水、挑粪成了生活的大
难题。年仅十多岁的陈昂知道后，每天
帮她挑一担水，还定期帮她挑粪，一坚
持就是好几年。

“虽说是回乡探亲，但弟弟一刻
也没闲着。”姐姐陈华告诉记者，这次
春节探亲期间，陈昂不仅帮爸妈新安
装了水电、修好了洗衣机、冰箱等电
器，还帮二老改建了厕所，并在楼顶
装上了一盏照明路灯，方便村民晚上
出行。

“他有志向，表现好，给家乡人长脸
了，是村里人学习的榜样。”采访中，乡
亲们对陈昂称赞不已。

“当兵，就得当个许三多那样的兵”

“就跟许三多一样，当时参军成为
了我唯一的出路和最大的梦想。”陈昂
说，他从小就怀揣着一个军旅梦，对军
人充满了敬仰。2006年10月，辍学后
正在广州打工的陈昂，听闻征兵的消息
后立即报名入伍。

刚入伍那会，正好赶上电视剧《士
兵突击》上映，每天晚上部队组织大伙
儿收看。陈昂被剧中人物“许三多”深
深震撼，暗自发誓：“当兵，就得当个许
三多那样的兵！”

新训结束后，陈昂被分配到坦克连
驾驶员岗位。他接连攻克了理论、实际

操作两大难关，以优异成绩回到连队。
这时，连队正备战演习。陈昂没想到，
驾驶特种战车，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会落到自己身上。此前，他只开过普通
装甲车，一点经验也没有，况且演习就
是打仗，容不得半点闪失。

适逢盛夏，天气炎热，车内空气不
流通，呆上几分钟就浑身大汗淋漓。陈
昂顾不上这些，全神贯注认真练习，圆
满完成任务。他也成为同年入伍新兵
中第一个参加演习的战士。

“保家卫国是一辈子的责任”

“从军以来，让我最自豪的事，莫
过于部队接受检阅的那天，习近平主
席登上了我驾驶的装甲指挥车。”陈昂
回忆说。2012年12月初，他所在的部
队接受检阅，40 多辆装甲车一字摆
开，他驾驶的1号车在排头位置。习
主席登上1号车后，还详细了解了装
备情况。

“能亲历这一历史时刻，这是军人
的光荣，也是我的幸运！”陈昂说，2011
年，他面临新的抉择，因为入伍5年多，
作为士官服役期将满，如果不能继续选
任，他就得离开部队。那段时间，他把
每一天都当做在部队的最后一天，兢兢
业业、刻苦训练。一天，上级单位来人
为1号指挥车挑选驾驶员，由于技术过

硬他被选中了。
1号指挥车就是司令部，新岗位对

陈昂提出更高要求。工作时间，他琢磨
怎么开得更好更稳；业余时间，他研究
怎么维护保养。最终，他成了名副其实
的“装甲驾驶专家”……

12年来，陈昂就是凭着这股农家
男儿的坚韧、勤劳、踏实，刻苦锻炼，成
为部队领导器重的好骨干，战友们喜爱
的好战士。

因表现优异，他荣获上士军衔（三
级士官），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次被
师评为军事训练尖子，3次被师、直属
队表彰为红旗车驾驶员，5次获得直属
队嘉奖，参加海训演习，担任师常委指
挥车航渡装载及抢滩登陆后指挥车的
驾驶员；2015年参加全师装甲步兵驾
驶专业比武获得个人第一名，2015年
12月荣立二等功……

“保家卫国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
支持他参军入伍，并希望他能一直留在
部队，为守护祖国安宁贡献自己的青春
和力量。”对于陈昂今后的发展，他的父
母如此希望。

本报讯 通讯员黄晓华、张
婷报道：为进一步加强村(社区)
基层组织建设，激发内生动力，
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评
价各村(社区)的工作实绩，咸安
区永安办事处创新举措，立足实
际，建立了千分制考核激励机
制，制定了《永安街道办事处千
分制目标考核办法》。

根据千分制目标考核的核
心内容，确定合理权重、各项分
值，并以综合完成率为指数进行
排名，提高考核准确度。

该考核办法总分为 1000
分，把村(社区)日常工作的考核
项目分为党建党风工作、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三农工作、宣传工
作、群团工作、日常事务管理工
作七大板块，涉及的相关方面共
计146个评分项，明确了考核项
目、考核内容、评分标准及各项分
值。

永安办事处党委期望通过建
立这一激励机制，调动社区(村)
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最终激发出
村（社区）发展活力。

永安办事处

千分制考核村（社区）

4月3日上午，咸宁军分区组织机关、通山县人武部和市第一期
民兵军事训练集训队全体人员，到通山县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
动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

通讯员 葛先旺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余礼报道：在日前公布的我市
2017年度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考
评中，市供销社综合得分位列市
直改革Ⅰ类单位第二名。

2017年，全市供销系统紧
紧围绕“三农”工作大局，加快组
织体系、经营体系、服务体系等
体制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激发了
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该社积极承担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合作发展基金专项试
点”工作，开展无偿扶持和融资
担保业务，解决“三农”融资难
题，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壮大
经济实力，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全市供销系统坚持通过转
型发展新业态，建立8家电商平
台，以县级电商运营中心为依
托，以物流配送为支撑，以基层
经营网点为终端的“网上供销
社”体系，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

据统计，2017年全市供销系
统购销总额达162.02亿元，同比
增长35.8%。实现利润2465.25
万元，同比增长24.91%。各项经
济指标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增
长。全市系统整体经济实力、服
务能力和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在全省供销社综合改革试点座谈
会上作经验交流。

市供销社

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本报讯 记者刘丁维、通讯
员刘晓玲报道：4日，市委统战部、
市规划局召开重点规划项目座谈
会，就我市总体规划内容听取民
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建议。

会上，介绍了《咸宁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6-2035）》、《咸
宁市北部空间概念性总体规划
及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咸宁淦
河（一期）沿线两侧地块城市设
计》等三项规划的基本内容。大
家一致表示，规划很好地贯彻了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率先建成特
色产业增长极，打造中国中部绿
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的定位，

起点高、理念先进、视角全面。
同时，与会人员对我市规划

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亟待解决
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对
我市的风貌特色、生态修复、道
路交通、海绵城市、水资源保护、
全域旅游、特色小镇发展等内容
提出意见和建议。认为规划要
突出前瞻性，明确发展定位，做
好“山”“水”“桥”等文章；要留足
城市发展空间，严格生态保护。
同时，还要充分吸收智慧城市的
发展理念，推动规划决策科学
化、城市管理精细化、公共服务
高效化。

如何规划重点项目

我市邀党外人士出谋划策

华舟重工
带动小微企业发展

4月2日，赤壁市高新区，湖北华舟
重工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制造
基地，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

该公司以应急产业链为纽带，以建
设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的应急装备
生产制作体系为宗旨，引导资金、企业、
人才等要素向园区聚集，把产业园打造
成应急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带动咸宁、
赤壁25家生产配套小微企业发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 讯 员 舒蒲良 摄

3月28日，在嘉鱼陆溪镇嘉珍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排排装
满藕带或田藕的大塑料桶摆满车间。
清洗干净的藕带经机器切片、清洗、杀
菌、风干后，工人们正在包装。

嘉珍生态农业公司位于嘉鱼县陆
溪镇农产品加工园，是一家集有机莲藕
培育、藕带种植、莲藕、藕带深加工、水
产品养殖与加工、农业观光旅游开发于
一体的农业综合开发公司。

“工人都是周边村里的贫困户，农
闲时在公司临时务工，日工资100元按

天结算，长年务工的，年保底工资不低
于12000元。”公司总经理桂爽鑫说，
公司用工优先选用贫困户，提供多种灵
活就业工种和时间，尽己所能为精准扶
贫尽一份责任。

近年来，陆溪镇鼓励、引导镇区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嘉珍生态农业
公司积极响应，创新产业扶贫途径，多
举措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该公司免费为当地种植莲藕的贫
困户提供苗种、从业培训、技术服务，并
为其提供灵活短工岗位，与有意愿在公

司长期务工的贫困户签订务工协议，与
周围4个村、近20户农户签订保底收
购协议，鼓励周边农户和贫困户种植莲
藕及藕带，依靠莲藕产业脱贫致富。
还设特别规定，即莲藕、藕带在市场行
情好的情况下，农户可自主销售；当市
场滞销、价格低迷时，该公司按协议的
保底收购价无条件收购，确保不让农
户吃亏。

“免费技术指导，保底价格收购，嘉
珍生态农业为农户上了双保险，为种藕
户吃下了定心丸，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桂总是在真心实意帮扶贫困户。”桂爽
鑫的义举，得到了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大
家的一致肯定。

据初步统计，去年与该公司签订
了长期务工协议的8户贫困户，年务
工工资收入均在 18000 元以上；100
多户种植藕带的农户，每户增收6000
至7000元。

“今年，我们继续发挥技术优势，发
展藕带种植新技术，力争带动100多户
村民种植藕带1000亩以上。”桂爽鑫
说。

一根莲藕的脱贫效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龙钰 葛琦

3月 27日，通城县委宣传部扶贫
工作队队员们趁着春意浓浓，来到马港
镇界上村九组入户走访，调查贫困户脱
贫后的生活以及产业发展情况。

陌上花正开，鸡犬互相闻，好一派
田园牧歌景象。

“胡哀家，我们来看您啦！”胡奶奶
听着有人喊，放下手里的活，满脸笑容
地迎了出来。

胡奶奶家的小院里，护砌的围栏
上搭满了晾晒的酸菜，水泥地面上铺
满了干青菜，旁边的小池塘里小鱼苗
儿游来游去，猪圈里响起了小猪的叫

声……
“恰得亏哟，你们还时时惦记着我

们。”胡奶奶慌忙搬椅子给大家坐，还准
备去倒水给大家喝。

“胡奶奶，不忙不忙！我们就是来
了解情况的，您赶紧坐下来。”扶贫工作
队队员说道。

胡奶奶今年72岁，精神状态好，手
脚利索。她自己养了15只鸡和6只
鸭，还养了牛和猪，水泥地上晒的干菜
就是用来喂猪的。

因为儿子患了精神病，时时得在家
照看着，老伴年纪也大了，只能在家种

点田。去年，胡奶奶享受了国家易地扶
贫搬迁政策，全家住进了75平方米的
新房。新房里，新劈的柴整齐地摆放
着，平时鸡鸭下的蛋除了给儿子补充营
养以外，就放在谷子里保存着，隔段时
间就会拿到集市上卖。

一听说胡奶奶家里有土鸡蛋，扶贫
工作队队员们表示，要全部买去，也算
是给胡奶奶省点事儿。

当把钱递给胡奶奶的时候，胡奶奶
推辞了好久，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
们，这恩情不能忘呢！”说了半天，胡奶
奶才把钱收起来。

如今，胡奶奶一家每月有低保、养
老金和残疾救助，靠着自己勤劳的双
手，卖点农副产品，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

“看明个好天，再去买头小猪仔回
来养着。有你们的帮助，相信我家的
日子会越来越幸福！”胡奶奶满脸笑
意。

胡奶奶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闫雯雯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
员周雨报道：“通过扶贫贷款贷
了10万元，扩大黑山猪养殖规
模，当年出栏销售黑山猪60头，
每头纯收入500元以上。再加
上卖黄牛的收入，年纯收入可达
10万元以上。”日前，在通山县
南林桥镇湄港村，曾经的贫困户
赵学高高兴地说。

自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
战阶段以来，我市立足实际，紧
跟政策步伐，根据“ 一户一法”
的原则，立足每位贫困户家庭成
员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制定合乎
自身实际的脱贫“ 菜单”，并对

落实情况进行追踪指导，决不让
一项政策“ 沉睡”。

据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围绕楠竹、茶叶、油茶、水产、
蔬菜、光伏等地方特色产业和新
兴产业，我市六个县(市、区)全
部制定了贫困户产业奖补政
策。通过政策资助，发展壮大
特色种植、养殖等产业，根据贫
困人口数，结合种植、养殖业的
规模和数量，确定发放产业扶
贫资金数额。2017年，我市共
投入600万元，对扶贫企业、贫
困村、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进行
奖补。

制定“一户一法”脱贫“菜单”

我市用足用活扶贫政策青春，在军营闪光
——崇阳现役军人陈昂的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