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日上午，一场对高考考生的合力
救助，让市民点赞。

在鄂高考点，咸宁高中高三A（5）
班考生张华军突发疾病，疼痛难忍。

原来，为方便入场考试，张华军住在
鄂高附近同学家里。早上6点多，张华
军肚子开始疼痛，同学妈妈准备好的早
餐也没吃就来到考点，后来疼痛加剧。

7点多，咸宁高中高考带队老师柯
小林接到高三A（5）班班主任电话，交
代密切关注考生张华军。

当咸宁高中送考大巴到达鄂高考
点后，柯小林下车急忙寻找张华军。
在鄂高校门旁的绿化带里，只见张华
军满脸苍白，手捂肚子疼得无法站立。

柯小林立即将张华军送至鄂高医

务室，查看病情后，校医要求紧急送往
医院治疗。

8点49分，交警二大队高考学生
服务车里的交警张勇军接到指令，立
马将考生张华军送至医院。

警车一路警笛到达市中心医院，
张勇军和柯小林与院方沟通后，医院
开通“绿色通道”，简化入院程序。他
俩背着张华军接受验血、CT检查，然后
将他送到病房。

张华军的病情经医生诊断为结
石，输液后已无大碍，将参加当日下午
的数学考试。

“今天真的特别感激交警和老师，
我们连医院哪个科室在什么地方都不
清楚，缴费的位置也不知道，如果自己

送来，要耽误不少治疗时间。”张华军
的父母亲从咸安双溪赶到医院后，一
脸感激地说。

在住院部安顿好张华军，张勇军
和柯小林回到鄂南高中考点，继续各
尽其责为考生护航。

绿色通道护航患病考生考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胡海

交警保障交通 环保巡察控噪特警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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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7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云系增多，有弱降水;8～9日受高空槽和台风外围云系共同影响，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具体预报如下：6月7日：多云有阵雨，偏东风1～2级，21～31℃;6月8日：小到中雨，偏东风1～2级，23～29℃；6月9日：中到大雨，偏东风1～2级，23～26℃。

本报讯 记者综合报道：7日，我
市2018高考顺利开考，平稳有序，各地
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

今年，通城县参加普通高考人数
为2200人，比去年增加142人，共有考
场77个，安排监考老师和考务工作人
员300余人。通城县公安局、城市规划
和管理执法局、交通局、卫计局、食药
局、教育局、隽水镇相关社区等10余家
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联合为考生们
保驾护航。

崇阳一中、众望高中考点附近，民
警正在考点出入点维持秩序，交警正
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今年崇阳参加
高考人数共2708人，共94个考场。该
县供电公司自5月份开始即对各考点
实施两条线路送电，同时加密电力线
路巡查频次，防患于未然。

通山第一中学校门外，着装统一
的交警们正在洋都大道上维护交通秩
序；人群中，不时有志愿者的身影来回
穿梭，或赠水、或送摇扇，忙前忙后，为

考生、家长提供遮阴纳凉的休息场
所。该县公安、教育、消防、医院等部
门加强配合，形成共管合力，周密部署
安全保卫、服务保障、应急救援各项工
作，认真落实领导带班制和24小时双
岗值班备勤制度，确保高考工作的顺
利进行。

赤壁市今年有2786人参加高考。
当日中午，赤壁一中考点的1000多名
考生涌向食堂开心就餐，他们在高考
期间，可以享受免费的高考营养餐。

该市还举办了第七届“爱心送考·传递
梦想”大型公益志愿活动。活动组织
30台出租车、40台陆水驾校教练车、
30台社会爱心车辆加入“爱心送考”公
益志愿活动。

今年高考期间，嘉鱼县近200位交
警、出租车、公交车司机以及私家车为
高考考生加油助威。同时，县直单位
在高考考点门口搭建“爱心加油站”，
为考生和家长发放文具、矿泉水、防暑
药品、扇子等物品。

形成共管合力 确保平稳有序

各地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

又是一年高考时。7日上午，我市
1.8万名学子走进考场，开始接受人生
路上的一次大考。在鄂南高中、咸宁
高中、青龙山高中等考点，呈现一派井
然有序、细致贴心的氛围。

早上7时，记者在鄂高门口看到，
摆放的温馨提示牌上，清晰写着考试
时间、场次、高考期间天气和考生注意
事项，考场分布图、厕所指示牌，一目
了然。

祥生、城顺、源通出租车公司的
“高考爱心车”、枫丹公司的“高考专用
车”和咸运集团的“爱心大巴”排成了
一条长龙，静候着考生们。

“考试期间，340辆出租车，持续两
天义务接送考生。看到系有黄丝带的
出租车，考生出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
坐；此外，为有效应对突发情况，每个
考点也安排有3辆应急车。”祥生出租
车公司的李师傅告诉记者。

鄂高门口，随着门口车流、人流越
来越密集，公安保卫人员正在验查进
入考点人员证件。“请不要在门口掉
头……”几名交警认真指挥疏导，指挥
过往车辆和人员有序通行，让考生和
考试工作人员顺利进入考场。

在市区各个考点，我市城管、环
保、医疗机构等部门，也纷纷设置高考
服务台，为考生提供全方位服务。

8时多，在咸宁高中考点，记者看
到考点门前已是人头攒动，挤满了考
生与送考的家长、老师。

一位母亲与即将步入考场的女儿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加油，宝贝！我
们等你凯旋。”“放心吧，妈妈。我准备
好啦！”

“儿子，别着急，相信自己，把该答
的试题答了，不会写的也不必纠结
……爸妈等你回家吃饭。”一位父亲殷
殷叮嘱孩子。男孩笑着握紧拳头，在
胸前有力地挥舞了两下，给自己鼓劲，
随后便利落转身，昂首阔步走进考点。

在青龙山高中考点，教师们在考
前与学生深情拥抱，用手轻轻地拍拍
学生的肩膀、后背，给学生加油打气。

“孩子们，高考就是一次模拟考，尽力
了就好，你们是最棒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家长和老师

的鼓励和祝福中，考生们自信从容地
走入考场，以积极的状态迎接高考。

考生张瑜文说，虽然心里也紧张，
但看到老师的陪伴和同学的互相激
励，自己心情也放松了。

8时40分，考生全部进入考场。9
时，语文开考。考场内，考生安静答
题；考场外，护考车辆静候，家长耐心
等待。

记者采访中发现，与往年相比，考
试期间守候在考场外“陪考”的家长人
数明显减少了。不少家长都是把孩子
送到考点，等孩子顺利进入考场后就
离开了。他们表示，不想因“陪考”而
给孩子带来压力。

考生家长王女士说：“我一直对孩子

说，人生的考试不仅高考这一次，只要发
挥出正常水平，顺利完成就是成功。”

记者还了解到，家长们通过学校、
教师以及网络、手机等多种渠道了解
到很多备考的信息和方法。

考生家长杨女士告诉记者，高考
前夕，她从“咸宁日报”微信公众号上
了解了高考权威资讯，也学到了很多
帮助孩子科学备考的好方法，例如考
前、考后的注意事项，合理安排膳食、
作息等。

家长胡先生说：“不用说太多鼓励
的话，说得太多反而容易让孩子紧张，
信任就是最大的激励。家长放松了，
孩子也就放松了。”家长们的轻松心
态，就是带给考生无声的鼓励。

有一种青春叫高考
——我市2018高考首日见闻

文/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陈红菊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熊煕、李穹报道：5日晚，嘉鱼
县2018年首期电视问政举行。

此次问政，以“脱贫攻坚责
任缺在哪”为主题，现场播放的
《易地扶贫搬迁“准”在哪》《移民
后扶资金“扶”了谁》《光伏发电

“难”在哪》《残疾人补贴“补”在
哪》《扶贫蔬菜大棚“建”在哪》5
个短片，剑指脱贫攻坚领域突出
问题。

县委农办、县扶贫办、县移
民局、县残联、官桥镇政府、潘家
湾镇政府、高铁岭镇政府、鱼岳
镇政府、渡普镇政府等9个单位
相关负责人坐上问政台，接受主
持人的提问。

针对每个短片暴露出来的
问题，各相关负责人现场给出整
改措施和时效。由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市民代表
组成的90名测评人员，现场表
决打分，气氛紧张热烈。

“这次的问政活动直面问
题，不遮不掩。希望接受问政的
部门负责人能够言出必行，整改到
位，别让电视问政‘涛声依旧’。”
现场一位测评代表说。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跟踪
督办，推动问题真整改、真落实，
坚决查处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为打赢扶贫攻坚战保
驾护航。”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张华志表示。

嘉鱼举行电视问政

剑指脱贫攻坚领域突出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智、陈刚
报道：“有了党员管理积分表，根
据分数评优争先，大家都信服，
我们工作也好开展了。”4日，咸
安区贺胜桥镇贺胜村组织委员
黄子雨，在第六期支部主题党日
上如是说。

黄子雨所称赞的，是贺胜桥
镇今年探索实施的党员积分制
管理。该镇将全镇14个党支
部，共806名党员纳入量化管
理，党员积分管理以量化考核分
域实施为抓手，明晰积分内容。
把党员的“四讲四有”以积分形
式进行量化，分基础分、履职分、
奖励分三大板块对党员进行百

分制考核。评分90分以上为优
秀党员，对优秀党员家庭上门定
牌奖励；70分到90分为合格；
70分以下的党员，党支部书记
进行交心谈心，帮助其进步。

据介绍，通过党员积分制管
理，将党组织对党员的评价用分
数进行量化，用积分记录党员变
化、衡量党员作用、评定党员优
劣，促使党员肩上有责、争先有
标、行为有尺、考核有据。积分
制管理，有效解决了党员管理失
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巧妙
运用“小积分”管好“大队伍”，进
一步激发了广大共产党员的奉
献热情。

贺胜桥镇创新党员管理

用“小积分”管好“大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谌胜蓝、李
甜报道：3日零点零2分，随着
220千伏孙岳一、二回线路成
功送电，220千伏孙田变电站
恢复正常运行方式，咸宁东部
220千伏电网优化工程正式送
电投产。

该工程总投资1900万元，
包括220千伏孙田变间隔扩建、
220千伏塘角-乌龙泉线路工
程、220千伏孙田-乌龙泉线路
工程、220千伏岳孙一二回线路
工程，以及相关工程二次系统设

备安装调试、系统通信工程等。
根据近几年最大负荷增长

趋势，预计2018年咸宁电网最
大负荷较2017年增长9.36%，
最大用电负荷将出现在7、8月
间。2017年，220千伏岳塘双
回最大用电负荷越限5%，2018
年将面临更严重负荷。该工程
投产后，220千伏岳塘双回用电
负荷将降为限额的60%以下，
能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高温高
负荷天气，并为京广电气化铁路
提供更有力的电力支撑。

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我市220千伏电网全面优化

5月22日，对于嘉鱼县簰洲
湾镇康嘉明珠稻虾专业合作社
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天清晨，该合作社今年收
获的“第一桶”虾，让三位虾贩子

“抢”起来。最后，这1100公斤
活蹦活跳的小龙虾，只好通过依
价竞标的方式，以每公斤34元
的价格被一位虾贩子统“吃”。

康嘉明珠稻虾专业合作社
隶属湖北康凯公司，这家以经营
粮食收购、精米加工、农产品开
发与仓储为主的公司，由簰洲湾
镇的张达成、赵凯等几位年轻人
合股于5年前创立，目前已发展
成为收益良好的现代化农庄。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乡
村振兴添柴加薪。”该公司董事
长张达成告诉笔者，该公司成立
以来，已投资500万余元为下辖
五个合作社配齐了各种机械设

备。其中：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主要为无劳力、无技术的农户提
供3000多亩水稻种植托管服
务；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用保
底代销的模式，仅今年初就帮助
农户推销西兰花菜2000亩……

该公司经理赵凯说，要说对
农民贡献最大的，还是公司下辖
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去年秋收
时节，许多农户中稻谷倒伏，农
户请外地机械抢收，一亩出200
元还遭到拒绝，该合作社了解情
况后，立即调拨24台收割机进
村，按每亩120元的价格，帮助
农户把2.4万亩中稻全部按时
抢收入户。

“公司不仅是我种田的技术
员，还是我致富的‘保护神’呢！”
刘家堤村70多岁的张大爷说，
他之所以还能种20多亩地，全
靠该公司的服务“撑腰壮胆”。

乐做农民致富好帮手
通讯员 龙鸣 赵伟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讯
员吴忠勇报道:6月7日，军委国
防动员部民兵预备役局副局长
史华明率领工作组来我市调研
民兵军事训练改革试点工作。
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令员来
承坦参加调研。

自去年12月份受领省军区
民兵军事训练改革试点任务以
来，咸宁军分区按照“边试边改、
边训边研”的工作思路，周密筹
划部署，军地合力攻坚，严格正
规施训，集智研练攻关，狠抓基
地化集中轮训任务的落实，依托
市民兵训练基地组织各县市区
基干民兵集中进行了3期轮训，
积极探索民兵应急分队“建、用、
训、管、保”的方法路子。

汇报会上，来承坦结合担负
民兵军事训练改革试点任务，对
全市的民兵集中轮训工作进行了
汇报，并提出了当前民兵集中轮
训工作存在的困难和意见建议。

史华明对咸宁军分区开展
的民兵军事训练改革试点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民兵军
事训练改革要主动作为，迎难而
上，要敢闯敢试，突破条条框框，
努力克服训练中的矛盾和问题，
不断探索先进经验，不断取得更
多成绩。

汇报会结束后，工作组一行
实地察看了咸宁市民兵训练基
地，检查民兵学习、训练、生活场
所和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等硬件
设施建设。

军委国防动员部工作组来咸调研

爱心车助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