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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1～12日受高空低槽影响，以及西南急流增强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 13日受高空脊区影响，降水减弱。具体预报如下：11日：小到中雨，偏南风1～2级，19～25℃;12日：中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21～25℃；13日：多云到阴天，偏南风1～2级，19～30℃。

柃蜜小镇开园迎宾了，五一期间每
天数万名游客慕名前去游玩!有人说，
这是“崇阳乡村发展的一大奇迹”，承载
着山里人的梦想与骄傲，也沉淀着该县
探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经验。
近日，记者走进金塘镇畈上村，对柃蜜
小镇进行深入采访。

富含乡愁的景区

四周青山环抱，十里长廊流水；河
岸木屋林立，田间白鹭翩飞；加上薄纱
样的烟雾、沉睡般的老屋……车子驶入
畈上村时，眼前的一切，是那么宁静安
详、悠然自得。

景区内，万亩玫瑰花正迎风怒放，
羊驼、白狐、小浣熊、猴面鹰等各种珍稀
动物“萌翻”游客，稻草人、水上乐园、玻
璃栈道、风车隧道，让人一路惊喜不断。

站在高处俯瞰，大片的格子状农
田，泛着绿油油的光；弯弯绿水如玉带
般盘绕在村间；纵横交错的小径有序地
点缀在田野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让这
里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些富含乡愁的元素，让人心情澎
湃荡漾。

“这个小山村，让身处钢筋水泥世
界里的我们，找回了童年的记忆！”从武
汉来的游客蔡女士兴奋不已。

“木屋别墅酒店，高端享受且价格

实惠，带着家人来度假再适合不过。”准
备返程的江西游客成先生意犹未尽。

“经过三年精心打造，柃蜜小镇已
声名远扬。”景区工作人员沈海龙说，不
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

不为人知的历史

“这里曾经非常贫穷，土房土路，吃
喝发愁，交通困难，留不住人。”今年58
岁、已经在村里担任了22年村支书的
陈明远介绍。

畈上村是金塘镇最边远、最偏僻的
一个小山村。多少年来，这个三百多户
两千多口人的村子，一直安静地蜗于陡
峭的白崖山怀抱之中。村外改革潮涌，
村里却愈发贫困，常有人因为一段田沟
的排水、一棵大树的遮阴、几棵菜苗的
损坏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上访告
状。后来，年轻人都踏上了外出打工的
路，只留下老人和孩子。

2015年，新修的幕阜山旅游公路
从畈上村穿境而过，为该村带来了历史
性发展机遇。陈明远找到从村里走出
去的企业家沈亚明、沈亚军兄弟，希望
他们能回村投资。

“去之前，我们心里也没底。经过
多年摸爬滚打，且在金融、酒店用品和
广告领域积累了相当实力的兄弟俩，能
回这个一穷二白、破落到极致的老家
吗？”陈明远心里忐忑。

“回去？弃苦心经营的生意于不
顾？不回？置骨血相连的乡亲于不
助？”沈亚明说，那段时间他辗转反侧，
彻夜不眠，最终还是决定了“回”！

一波三折的发展

一个“回”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难。

起初，迎来的是他们老母亲的极力
反对。“我们有能力了，应该帮一把！”

“国家各种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山区搞发
展，支持山里人搞旅游开发……”兄弟
俩轮流上阵，说服了老母亲。

2015年6月，兄弟俩以村企结合、
引农入企、土地入股的模式，在村里投
资成立了集乡村旅游、生态农业为主导
的湖北尚禾（集团）生态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随后，修路桥、筑河堤，建水
库，并打算依托畈上村丰富独特的山水
生态资源，开发乡村生态旅游，建设柃
蜜小镇项目，打造“南鄂第一村”……

但他们却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笑
话。有村民说：“我们村回来了两个放
卫星的人！”有外地人嗤之以鼻：“这么
一个穷山沟能有什么发展？”也有亲朋
好友为他们担心：“你们要小心。”……

回乡久了，兄弟俩也明显地感受
到，乡亲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思维还
未转变，眼睛只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
地。他们最大限度地让利给乡亲们：村
里的田畈，原来流转租金每亩仅150
元，兄弟俩将租金涨至300元，顺利流
转土地山场1万余亩，签下40年租赁
合同。他们还与村两委联合办公，联合
成立党支部，利用支部主题党日，将发
展的事拿到桌面商议。

“我们有个林下种养的项目，起初
叫凤鸣谷，后来改成珍禽博览园，最后

改成了珍稀动物园！”沈亚明说，由于没
有先例可循，没有成功经验参照，他们
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
创新，再通过认真总结，及时调整思路，
所以发展之路一波三折。

变成现实的梦想

乡村旅游的发展、农业基地的建
设、工程项目的施工，产生了太多的工
作岗位需求，在外打工的村民们纷纷回
巢，参与到家乡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
如今，在畈上村，除了上学的娃娃几乎
没有闲人，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可以到公
司做饲养员、保洁员、门卫。有的还搭
上了旅游的顺风车，自主创业做生意。

柃蜜小镇刚开建时，贫困户沈四明
和陈燕玉夫妻俩就在门口搭起了灶台，
将工人们的“一日三餐”承包了过来。
随着游客逐渐增多，夫妻俩把家里的房
子改成了餐馆，客流高峰时日收入可达
六七千元。

如今，在畈上村，农家乐已有11
户，各种超市、小卖部增加了近20户，
村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

“年轻时曾梦想着能像城里人一
样，没想到美梦成真了！”82岁的陈西娥
老人跟上了村子的发展步伐，健身、手
机拍照、微信收款、发朋友圈样样在行。

“能让家乡父老过上好日子，把祖
祖辈辈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值了！”沈亚
明说，尽管从个人收入数字上讲，他当
前肯定是亏大的。但看着老百姓的钱
袋子一个个地鼓了起来，自己觉得值
了，不亏，更不悔！ 本报讯 通讯员阮秀平报

道：5月10日，市纪委监委举办
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邀请
博士生导师、高级心理咨询师、
武汉大学论辩专家、武汉大学哲
学院原副院长张掌然教授，为全
市纪检监察干部作题为“纪检干
部认识和释放压力的途径与方
法”专题讲座。

专题讲座围绕办案安全，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中常遇到的
实际压力，分别从“什么是压
力、压力的来源、应对压力的途
径和方法”等方面，用鲜活生动
的事例，系统介绍了心理特征
认知和压力排解应对方法，让
在场的纪检监察干部深刻认识
到正确认识自己心理特质、缓
解心理压力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为降低办案安全风险提供

了有效途径。
此次专题讲座发放了心理

特征自我测验资料供主会场的
纪检监察干部现场填写，方便干
部初步了解自己心理特征。

“举办此次专题讲座，目的
是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干部心
理素质，掌握应对压力和解决心
理问题的方法技巧，提高谈话技
巧和自我调节能力。”市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大家纷纷表示，心理辅导
讲座是一场及时雨，有助于提
高心理素质、疏导工作压力，进
一步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
水平。

市纪委监委全体干部在主
会场参加讲座，6个县（市、区）
纪委监委全体干部分别在分会
场参加讲座。

市纪委监委

举办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沈斌、陈君报道:10日，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
到扶贫联系点嘉鱼县官桥镇调
研督办精准扶贫工作。

王汉桥一行先后深入官桥
镇石鼓岭村、大牛山村、舒桥村
等地了解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每到一处他都详细查看贫困户
档案和扶贫工作台账，并深入
贫困户家中，与群众交流了解
情况，听取他们的诉求和意见
建议。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王
汉桥就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及当前面临的困难，现场听取了
村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和官桥
镇的工作情况汇报。

王汉桥对官桥镇精准扶贫
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
定。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重大
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要把顺
利通过国家和省评估检查验收
作为硬性任务，坚持对标达标，
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任务；要
把精准扶贫工作与“厕所革
命”、精准灭荒、乡镇生活污水
治理和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等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合理安排，统筹推进；要积极争
取政策支持，提高扶贫措施的
有效性；要加强纪律和作风建
设，切实加强驻村工作队管理，
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确保规范
使用。

市领导到扶贫联系点

调研督办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王远远报道：5月10日下午，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受邀
为市委党校2018年上半年主体
班全体学员作题为“坚持生态优
先 绿色发展 展现长江经济带
战略中的咸宁担当”的专题辅导
报告。

报告会上，何开文从深刻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长江经
济带战略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
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的主要精神、推进长江经济带的
湖北行动、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新

路上展现咸宁担当等方面，结合
咸宁实际，谈了自己的思考体
会。

何开文强调，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
战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
要要求和殷切期望，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当，驰而不息、久
久为功，在探索长江大保护、绿
色大发展上坚定前行，在长江经
济带建设上展现咸宁担当、咸宁
作为。

市领导要求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展现咸宁担当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2018]3-
D0501218

[2018]3-
D0501219

信访投诉基本情况

反映咸安区马桥镇高赛村八组徐诗华在淦河挖
沙，河水原本很清澈是五十多户人家的生活用
水，现在变的浑浊使村民无法正常生活。向镇
里反映过但未解决。请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反映赤壁市城区一桥北夜间经营露天卡拉
OK、商贩占道经营引起的噪音污染问题，已存
在数年，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向相
关部门反映多年一直未得到有效处理。

行政区域

咸安区

赤壁市

污染类型

其它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经工作专班现场调查核实，信访人举报的情况基本属实。马桥
镇高赛村李畈堤由于河道淤积严重，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溃口，
2016年经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讨论同意，对此处河道淤积的河
沙进行清理。2017年马桥镇成立专班，编制了清淤清障施工方
案，由马桥镇高赛村八组徐某负责施工，马桥镇督促施工方安全
施工，确保施工质量。投诉人反映的“河水原来很清澈是五十多
户人家的生活用水，现在变得浑浊使村民无法正常生活”。经现
场核实，河道施工时形成了围堰，对主河道水环境影响不大，河
水浑浊主要是由于下雨造成。目前该组没有通自来水，都是取
用自家井水，徐诗华正在为村民建设无塔供水设备，解决村民生
活用水。

专班工作人员实地进行了调查，情况如下：
1.经营户刘某，利用便携式音箱设备在人行道上组织开展收费性
的卡拉OK、广场舞等老年活动，经营时间：14时至21时。
2.经营户洪某、吕某分别利用携式音箱设备在人行道上组织开展
打赏性的音乐弹唱老年活动，经营时间：14时至21时。

是否属实

是

是

处理和整改情况

1、责成马桥镇责令施工方修好潜水泵，把沉砂池浑浊的
水抽走。
2、责成马桥镇督促徐诗华迅速建好无塔供水设备，解决
村民生活用水。
3、责成马桥镇政府做好现场施工监督和协调工作，规范
清淤施工范围和深度，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并作好当地群
众的解释工作。

5月3日晚，赤壁市专班管理工作人员对河北大道一桥头
西侧人行道上的露天卡拉OK、音乐弹唱等进行专项治
理，对存在占道经营现象的经营户刘某、洪某、吕某等三
人分别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改正在人行道
占道经营群众性娱乐活动的不当行为，另择适当地点开
展。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限期整改

污染类型：按照水、气、噪声、固废、辐射、其它分类

咸宁市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截至2018年5月8日）

4日，赤壁市余家桥乡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作业。
据了解，乡镇污水处理项目涉及赤壁市8个乡镇，全部按照PPP模式投资建设

运营，总投资1.5亿元，配套管网152公里，全部建成后，日处理污水能力4500吨。
预计今年10月基本完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王凤 刘敏 摄

建污水处理厂
打造美丽乡村

在农村干农活，一
般人只能挑 100斤左
右的重担，能挑200斤
的人也不是很多，但崇
阳县沙坪镇东关村四
组，62岁的邹汉珠老
人却能挑起400斤。

5日，记者找到邹
汉珠家时，他家门前山
清水秀，一栋二层小洋
楼掩映在绿荫之中。

“我虽没有一技之
长，但凭着这一身蛮
力，到工地上打工挣
钱，建起了这个舒适温
暖的家，很多人都称赞
不已。”邹汉珠讲起了
自己的故事。

20 岁时，他在乡
甘泉垅林场当护林
工。那时，每天要扛木
头、担柴禾，他最多只
能挑90至100斤。由

于林场都是重担活，天长日久，200斤
的担子他也不在话下。1985年，乡里
和粮店的车子开到村里收粮，邹汉珠
的担子过磅称重后，除去皮重达290
斤，几个收粮员惊讶得目瞪口呆。

“现在虽是年纪大了，但挑水泥浇灌
混凝土，每天挑200斤的担子还是很轻
松、很平常的活。”采访结束后，邹汉珠硬
是用担子挑起4包水泥，足足400斤，从
容地走着，并要求记者帮他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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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进现实
——崇阳县柃蜜小镇成长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黎志远 陶然

本报讯 通讯员李香豫报
道：6日，通山县闯王镇“巾帼脱
贫 巧妇靓家”活动在刘家岭村
正式启动。一群巾帼卫士自备

“武器”，对村内四个自然湾的各
类垃圾进行围剿。活动过后，整
个村落整洁如新。

“环境一好，整个人的精气
神都不一样了，我也要报名参

加。”住在集中安置点的一位贫
困户对此十分支持。

据了解，闯王镇从当日起在
全镇开展此项活动，向村民宣传

“美化家园，人人有责”，发放“清
洁家园”倡议书，带动更多的群
众参与到全镇生态文明建设中
来，集巾帼之力，改变村容村貌、
生活条件，树立脱贫信心。

闯王镇

开展“巾帼脱贫巧妇靓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