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梅挂在枝头，那诱人的红，芬芳
的紫，富有诗情画意的旖旎风光，给人
带来美美的视觉效果。

赤壁市车埠镇鸡公山村贫困户熊
会清，也真正感受到了醉人的杨梅香味。

现年62岁的熊会清，医院确诊为双
股骨头坏死，完全丧失劳动力。据医院
医生介绍，熊会清这种病要治疗的话换
股骨头费用约十万元左右。平时他家
一直靠亲朋们的帮助度过生活难关，没

有过多的钱用来治病。
熊会清的爱人廖幺元，今年64岁，

2018年2月患腰椎间盘滑脱压迫神经，同
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也常年需要吃药。

儿子熊善斌现年35岁，有严重痛风
病，在外打工的收入只能供自己的治疗
费用。由于家境不好，他的妻子拋下一
儿一女，杳无音信。

孙子熊嘉鑫 11岁、孙女熊嘉怡 6
岁，就读于车埠镇斗门村小学，靠重病

的爷爷奶奶带着。
自从赤壁市工商局精准扶贫驻村

工作队及包保干部邓伟梅到了熊会清
家里后，他们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梅子不简单，自从帮扶我们家以
后，每月坚持到我们家问寒问暖，多次
给我们带来了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
熊会清说。

2018年2月过小年前后，熊会清的
爱人廖幺元需要住院治疗，但他们又没有

足够的钱交住院费，邓伟梅与注册分局领
导找到赤壁中医院院长沟通，为其爱人廖
幺元办理了住院手续，还帮他们联系教
授和输血等有关事宜，住院过程中还抽
时间看望病人，送去了慰问物资。廖幺
元手术顺利，按期出院，病情明显好转。

“邓伟梅同志不错，帮扶工作认真
细致，这次熊会清申报低保户，熊会清
本人又不识字，表格资料都是小邓帮助
整理的。”鸡公山村支部书记彭金光说。

经过包保干部邓伟梅、驻村工作队
多次找有关部门沟通，该户已享受了医
疗救助、危房改造补助政策。由于熊会
清一家情况特殊，收入有限，其低保资
料已交镇民政办上报审核中。

村民们都说，在邓伟梅认真负责、
无私奉献的帮助下，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熊会清脸上的笑容会更灿烂。

扶贫路上巾帼情
——记赤壁市工商局驻村帮扶责任人邓伟梅

通讯员 袁俊 马俊

有这样一群人，因为生活的不幸，
导致他们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虽然他
们也竭尽全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的努力显
得微不足道。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是
掉入一潭泥沼，尽管奋力挣扎，却总是
被困住手脚。这时候，他们心中最为朴
素的希望，就是有一个家。

面对这些贫困人口朴素的希望，赤
壁市本着“要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有
衣穿、有房住”的根本宗旨，下大力气、
花大功夫，统筹规划，投资2250万元，
在全市范围内建成 5 个总建筑面积
9100平方米的集中安置点和5个分散
安置点，安置贫困户105户373人，让困
难群众圆了住房梦。

“终于有了家”

“以前哪里有家呀，我老婆每年从
外地打工回来过年都住娘家。”在官塘
驿镇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镇区安置点，搬

进新居的张明山因激动而热泪盈眶。
张明山是该镇龙凤山村7组的村

民，2013年一场大病让本就不很宽裕
的家一下子跌入贫困。如今，虽然治
好了病，却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无
法负重。更为残酷的是，家里的房子
因为年久失修而难以保证安全居住，
一家四口只得借住在亲戚家几近废
弃的老房子里。

“那时候，每每看见别人家老婆孩
子一家欢聚，我的心里就像扎了把刀。”
张明山回忆以前，几度哽咽：“我老婆在
外地打工，我因为干不了重活只能在家
里呆着，做些零碎的事情，生活真是像
吃了黄连一样苦。”

为解决张明山的实际困难，赤壁市
将他列入首批易地搬迁的对象。同时，
综合考虑他的实际情况，为了保证搬迁
后他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有一份稳定
的收入，当地镇村特别将他安置在镇区
安置点，以便于给他创造工作的机会。

2017年的除夕，张明山一家人终于
如愿以偿，全家搬进了一套2室1厅水
电齐全的新房子，老婆再也不用回娘家
过年了。

如今，张明山在镇上木材厂上班，每
月有了2300多元的收入。老婆也在镇

上电子厂找到工作，不用再去外面打工。
张明山说：“终于有了家。”

“想不到的好”

在官塘驿镇镇区安置点，正在清理
房间准备入住的黄太平，面对突然到访
的我们，激动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结
结巴巴了许久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从内心来说，想不到的好。”
1976年出生的黄太平，是该镇黄沙

村8组的村民，谈起从前他说：“人说黄
连苦，我比黄连还苦。”

黄太平10岁的时候就没了父母。
好在他能吃苦、肯吃苦，14岁就外出打
工。后来借了亲戚的房子结婚，生活多
了一个分担的肩膀，日子终于有了阳
光。可是，不幸再一次降临到他的身
上，一场大病让刚刚有了信心的他，彻
底浇灭了希望。

“我们已经租房子住了9年。”黄太
平的爱人说：“每年我们也外出打工，可
是没什么手艺，只能在工地上做小工。”

而黄太平因身体原因要继续吃药，
最多两个月就要回来一次，买些可以报
销的药。

因为两个人都出去打工，两个孩子
在家里没有人照看，只能托付给外婆。

外婆年纪也大了，根本照顾不了调皮的
孩子。这是黄太平夫妻俩最大的担忧。

但现在，他们没有了这些担心。“我
住进来后，把孩子接到镇上来读书，这样
既方便照顾，我也可以在镇上找一份工
作。以前没有房子，像是水葫芦一样随水
飘。现在不怕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家。”

黄太平夫妻俩，对生活又燃起了希
望。

……
如今，赤壁市计划易地扶贫搬迁的

105户村民，已经入住72户，余下的33
户，其中赵李桥镇石人泉21户，安置点已
完成配套设施建设，可以入住；新店镇花
亭桥村3户，安置点也已全部到位，可以
入住，而该镇花亭桥9户安置点也已经完
成主体建设，最迟可于本月底全部入住。

同时，为了保证易地搬迁人口住得
好，住得下，有保障，赤壁市对安置点的
扶贫配套项目也逐步到位。特别是交
通建设，目前共有羊楼司至羊楼洞扶贫
配套道路、万岭扶贫配套道路新店段、
万岭公路新店镇花亭桥村1.2公里延伸
段、万岭扶贫配套道路余家桥段四处正
按计划进行中。

美好生活的曙光，正在每一个安置
点冉冉升起。

决战贫困

有爱就有希望
——赤壁易地扶贫搬迁的故事

通讯员 张升明 余庆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近日，笔者在赤壁市公
共汽车运输总公司了解到，赤壁公交通过应用新能源
车辆，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了赤壁市生态文明
建设。

据了解，赤壁市自2016年开始，共购买使用新能

源公交车110辆。据测算，每辆纯电动公交车百公里平
均运营成本为31.9元，仅相当于传统公交车运营成本
的五分之一。赤壁每辆纯电动公交车可替代燃油约
12.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8.8吨，环保、节能效果显
著。

赤壁启动农村厕所改造试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张召华报道：5月14日，赵
李桥镇联合赤壁市城管执法局、公路局等多部门在107国
道沿线开展为期15天的乱搭乱建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改
善镇容镇貌环境状况。

当天，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名，在107国道赵李桥镇
沙子岭村至羊楼司村桥头路段，执法人员对乱搭乱建、乱
堆乱放、乱牵乱挂、乱停乱靠“八乱”违法违章行为当事人
进行了耐心教育劝导，并对违建屋棚进行了拆除。共拆除
违法乱搭乱建24处，面积约2200平方米。通过整治，有效
遏制了乱搭乱建之风蔓延，极大地震慑了周边乱搭乱建等
不法行为。整治行动将持续至5月28日，对107国道赵李
桥镇路段乱搭乱建等违法建筑进行彻底清除。

赵李桥镇
专项整治镇容镇貌

赤壁公交纯电动车节能效果显著

赤壁人民法院开展“雷霆行动”

帮农民工讨薪300余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肖天胜、李佳璇、范丹报道：近日，

为及时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减少当事人诉累，赤壁市人民法
院开展“雷霆行动”，一次为农民工讨回工资300余万元。

2015年，神山镇某采石场由于经营不善，拖欠农民工
工资、运输费等共计300余万元。20余名当事人多次催讨
无果，于今年4月26日，到市人民法院立案，神山镇人民法
庭依法受理了此系列案件。由于该案牵涉到农民工工资、
运输费、损害赔偿款、货款和部分借款，牵涉面广，涉案金
额大，涉案人数多，市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依法使用简易程
序审理，第一时间吃透案情，第一时间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在一周之内将24起案件全部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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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达8.3亿元

3亿安时锂电池项目落户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刘世垚报道：5月15日，赤壁

市与中核恒通（深圳）控股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式，标志着
总投资8.3亿元的3亿安时锂电池项目落户赤壁市。

签约仪式上，中核恒通（深圳）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叶
红辉说，赤壁人杰地灵、交通区位优越、宜居宜业宜游，3亿
安时锂电池项目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市场需求和经济社会
价值巨大，项目能够有效助推赤壁市转型升级绿色崛起。

据了解，3亿安时锂电池项目总投资8.3亿元，分两期
建设，一期1.2亿元，二期7.1亿元。项目全部投产后能够
提供800个就业岗位，产值达到18亿元，每年税收2亿元。

10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5月 16 日，赤壁市 2018 年第二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赤壁高新区鑫
海路宝项目建设工地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的 10 个重点项目，涉
及到蒲圻办事处、赤壁高新区、车埠镇、
赤马港办事处、赵李桥镇、陆水湖办事
处、新店镇、茶庵岭镇等8家责任单位，涵
盖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等行业，总投资
83.5亿元，2018年计划投资10.7亿元。

通讯员 聂爱阳 摄

赤壁举办技能竞赛

展示标兵风采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报道：“能参与今年的劳动竞赛

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将和车间的队友们携手共进，力争在
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近日，蒲纺工业园区新纺纺织有限公
司染色车间领班张利均在参加我市举行的“当好主人翁 建
功新时代”综合性主题劳动竞赛时如是说。

幸福是靠奋斗来的，劳动就是最好的奋斗。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转型升级绿色崛起，争当县域
发展排头兵营造良好发展氛围，赤壁市从5月份开始到9
月份，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4个月的“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综合性主题劳动竞赛。

竞赛围绕创新创优、节能减排、技能提升、优质服务和
安全生产五大主题开展，以重点工程劳动竞赛为龙头，以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为依托，以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为载
体，为职工岗位建功提供舞台，展现各企业岗位能手、生产
标兵的风采。

近日，赤壁市车埠镇垃圾中转站建成投入使用。
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补齐突出短板，提升村容村貌，

彻底打赢垃圾攻坚战，赤壁市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一
项重点民生工程来抓。目前全市已有8个乡镇垃圾中转房
和249个垃圾收集亭建成投入使用。 通讯员 张升明 摄

黄盖湖镇举办培训班

大力推广稻虾连作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近日，黄盖湖

镇专门举办稻虾综合种养培训班，全镇从事稻虾种养的贫
困户、养殖大户共8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小龙虾养殖专家对小龙虾病害防治技术进
行了精彩阐述，对每个月、每个季节应开展的田间工作进
行了逐条解读，就稻虾连作技术要点，龙虾如何用药、肥
水、用饲料，小龙虾“四防一治”在小龙虾养殖上的应用，放
苗后如何提高成活率、投喂饲料等问题当场作出了讲解。

近年来，黄盖湖镇积极鼓励土地流转、规模养殖，推进
标准化产业基地建设，定期组织稻虾综合种养技术培训，及
时协调和指导农户的稻虾综合种养生产，全镇稻虾综合种养
产业迅猛发展。目前，稻虾综合种养面积达到1.1万亩。

省儿童中心“护蕾行动”走进赤壁

提高学生自护自救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郑秋意报道：5月11日下午，在

赤壁市妇联的组织下，湖北省儿童中心“护蕾行动”走进赤
壁，到蒲圻初级中学开展儿童安全自护教育活动。

省妇联组织的阳光志愿者邓音娟老师运用多媒体课
件，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动漫画故事，生动形象的语言，结合
生活中鲜活的案例，就防性侵、异物梗阻紧急处理、溺水自
护自救、防踩踏、防烧烫伤及烧烫伤紧急处理等自护自救
知识向学生们作了生动的讲解，教会他们如何最大限度保
护自己免受伤害。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自护意识和自救
能力，促进学校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近日，赤壁市农村厕
所改造试点工作在官塘驿镇幸福堰村和泉口村启动，
标志着赤壁市农村“厕所革命”正式开始。

施工现场，专家从三格化封闭式化粪池安装方式、
注意事项、维护等多方面进行细心指导，帮助施工人员
顺利安装和后期管理维护。

农村厕所改造工作是通过财政投入、政府购买服

务、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在农村住房室内改造建设水冲
马桶式厕所，改变农民到室外粪坑式茅厕如厕的落后
生活方式，通过三格化封闭式化粪池技术着力解决农
村“如厕难、排污难、垃圾粪便处理难”等“三难”问题，
彻底改造农村厕所容貌，美化农村环境。后期赤壁市
将根据试点成果在全市所有乡镇铺开建设，确保农村
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