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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付强报
道：28日上午，我市召开长投生态·咸
宁·闲林试验区项目现场推进会。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玲，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
省长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大春深
入项目首开区现场察看，并植树护绿。

王玲指出，咸宁·闲林试验区项目
是我省投资1.1万亿元用于长江保护修
复发展的452个项目之一，也是首个开
工的标志性项目，既是咸宁市委市政府
和省长投公司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省委坚定推进长江生态保护的
自觉行动，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
文明思想的一个生动实践，还是发挥党
委政府的有为作用和市场“无形手”作
用来共同做好长江大保护的一个有益
探索。

王玲强调，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以高质量发展为立足点、出发点、落
脚点，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大
保护的辩证法思想，落实好“两山”理
论，做好“三篇文章”，处理好“五大关
系”。要坚持创新发展的思维，把咸宁
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优势。
要进一步理清项目的商业模式和合作
方式，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要坚持目标
导向，坚持“三个效益”一起抓，把项目
打造成标志工程、示范工程，探索出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要精诚合作，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让
老百姓早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丁小强汇报了我市推动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情况。他说，市
委市政府坚持对标调焦，真抓实干，坚
决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长江经济带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决策部署，重点抓
好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做好绿色发展加减法、建
优建美公园城市四个方面的工作。下
一步，咸宁将在树牢生态文明理念上下
功夫、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在
美丽咸宁建设上下功夫，打造具有鄂南
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希望省
长投集团更大力度支持咸宁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支持幕阜山区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实施，并加
快推进有关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何大春汇报了省长投集团咸宁·闲
林试验区项目基本情况。他说，今年1
月，省长投集团与咸宁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谋划“长投生态·咸宁·闲林试验区”

项目，计划将咸宁打造为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试验区，探索一个可复制的森林振兴“咸宁模
式”。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主要围绕“两山一谷”、幕阜山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大幕山、泉都大道等项目开展合作，项目融合了

“森林生态修复+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三大维度的综合开发，建成
后将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湖北样板，中国中部
地区的标杆性亮点工程，鄂南最具文化特色、生态优势和旅游吸
引力的“森林+文化旅游”休闲目的地。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玉军，省国开行副行长吴恒跃，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良
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彬，副市长吴刚，市政协副主席熊登赞
等出席会议。

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本报讯 记者钟合报道：“七一”建

党节即将来临，28日下午，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分别带队走访慰问部分老
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因公牺牲党员家
属等，向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
暖。

在市公安局璟园小区，丁小强看望
慰问了因公牺牲党员荣帅家属李晓
琴。丁小强与李晓琴亲切交谈，详细询
问其本人和子女的工作、生活近况，要
求有关方面照顾好因公牺牲党员家属
的日常生活。

滕来远是建国前老党员，虽已90
岁高龄，仍坚持收看新闻，学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等书籍。丁小强对滕老始
终把学习放在首位，活到老学到老给予
高度赞扬。他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
和家庭生活情况，看到老人身体硬朗、
精神矍铄，丁小强十分高兴，他祝愿老
人健康长寿、安享晚年。丁小强说，老
同志、老党员为国家的解放、建设、发展
各项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党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要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
好老党员的生活，让他们充分感受党和
政府的温暖。

刘平宴是原煤机厂退休职工，身患
尿毒症，一家人靠退休金维持生活，家
庭十分困难。虽长年卧床休养但党性
觉悟高，坚持每月让老伴代缴党费。丁
小强询问刘平宴病情和治疗情况，叮嘱
他乐观面对困难，坚强生活，要求社区
和相关部门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挂
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王远鹤来到原毛巾厂、肖桥村四组
和月亮湾小区等地，走访慰问基层困难
党员，为他们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王远鹤说，广大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做出
了贡献，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关心他们的

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更多地享受改革
发展的成果。

王远鹤叮嘱，社区干部要给予困难
党员更多关心。当党员在生活中遇到
困难时，要及时伸出温暖的手，进一步
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程良胜，市委常委、市委组织
部部长王济民，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张方胜，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杨良锋，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
甲文参加慰问。

丁小强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程平利

报道：28日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主持会
议。

会议审议《咸宁市城区山体保护

条例（草案二审稿）》；听取和审议市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咸
宁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贯
彻实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情况
的报告、关于市中心城区全民健身工

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茶产业发展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2018年上半
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议
案。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

汉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逸章、镇
方松、程学娟、万春桥，秘书长王勇参加
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程良胜，副市长吴刚，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倪贵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堂庆列席会议。

庆庆““七一七一””
廉政文廉政文艺晚会艺晚会

28日晚，我市庆“七一”暨“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廉政文艺晚会在市会
议中心举行。

晚会在全体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
词中拉开序幕。整场晚会分为清风拂
香城、廉歌新时代两个篇章进行。大
合唱、舞蹈、戏曲、朗诵、小品等多种
形式的节目轮番上演，让在场的广大
干部群众享受艺术的同时，感受廉政
文化，学习廉洁理念。晚会还为 2018
年市直机关红旗党支部部分代表颁奖
授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蒋扬眉 摄

天刚蒙蒙亮，徐桂梅老人便拎着一
壶茶，蹒跚着出了门。

她来到离家200米远的一座桥头，
将茶水缓缓倒入旁边的一个茶桶中。

这茶，是给过往的素不相识的路人
喝的。

一件事，做了30年……

通山北部山区。
晶亮的厦铺河水，仿佛大山的初

乳。那是这个星球上最纯净的汁液。
藕塘村和金山村，因一河之隔，两

岸人出行难。
2009年，政府出资修建一座铁索

桥。
徐桂梅老人心里嘀咕：修桥布路，

大家都得了方便，村里人出钱的出钱，
出力的出力，我咋办呢。

其时，她家里有9口人吃饭，实在
是拿不出来余钱剩米“凑份子”。

怎么“尽点心”啊？
就农村习俗，烧茶送水吧。
修桥时，她自己上山采野菊、丁香、

春楿、金银花等，烧制凉茶，将家里的茶
缸、茶杯摆在了桥头。

徐桂梅天天烧一大壶茶，送到工
地。施工的人喝，过路的人也喝。有时
一壶不够两壶，两壶不够三壶……

不曾想，这一碗茶的温暖和清凉，
让很多素不相识的路人都递来了感激

的目光。
这目光让老人心安和满足。桥建

好了，老人索性将茶桶茶杯留在了桥
上，加一把大伞，撑起了一个“永久牌”
的茶摊。

河水潺潺，岁月流轮。
徐桂梅老了，加上她上山采茶时脚

踝受伤留下了后遗症，确实有些挪不动
了，送茶的事，也曾想搁置作罢。

2014年8月，扶贫队进村入户，给
生活困难的徐桂梅办了低保。

不想，这一件事让徐桂梅晚上都睡
不着：“政府对我这么照顾，自己做了就
一点烧茶倒水的事，要是搁落不干了，
人家怎么说呢？”老人觉得，这退堂鼓打
不得！

山上河边，又出现老人蹒跚的身
影。

她执着的劲头更是有增无减。每年
清明前后就上山，把一年的茶叶备齐，再

挖些中药，配着茶叶一起烧制凉茶。
徐桂梅先是把脸盆架当成茶桶架，

雨雪浸泡烂掉后，换成专用木架子，后
来也烂了，再换。水壶也不知烧坏多少
个。

茶架茶具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也已
从60岁，变成90岁……

一首歌，唱了30年……

“石湾有个老妈妈，思想品德真不
差；桥头烧了一缸茶，路人喝了都念她
……”

该村三组80岁老人梁云娣为徐桂
梅作了一首山歌，在当地广为流传。

人说“好事不出屋”，徐桂梅这“小
事一桩”还是在十乡八里传开了。

今年30多岁的徐德煌是藕塘村4
组村民，曾经为养家糊口，和村民们在金
山村湾里以采竹为生，过桥绕路，一天
几趟，都要喝老人的茶。（下转第六版）

一壶茶的余香
—— 89岁徐桂梅30年为路人供茶

文/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文景 朱亚平 特约记者 孔帆升 图/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王勇报道：28日，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曾国平主持召开
双月协商座谈会，就如何进一
步改善幕阜山片区农村饮水
质量协商把脉。

据了解，幕阜山片区涉及
我市通城、崇阳、通山三县14
个乡、镇，目前，幕阜山片区尚
有3万农村人口无供水设施、
近37万农村人口因水质水量
等因素按现行要求需要改造
升级供水设施，对照市政府提
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
饮水安全全覆盖的总体目标
还有较大差距。

会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部分市政协委员对饮水工
程的管理制度、水质的检测和

监测、水源地的保护等问题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

曾国平指出，相关的县政
府要整合各类扶贫资金，对通
城、崇阳、通山幕阜山范围内
的14个水厂进行改造升级；
以安全放心为目标，市卫计部
门要责成14个乡、镇疾控部
门对水质定期进行检查；鼓励
水厂进行改制，改制的办法，
可利用城市公司带动农村供
水公司，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完善管理体制；同时，卫计部
门要牵头开展一次全面的水
质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采
取有效治理措施，确保水质达
标。

市政协副主席尤晋，市政
协秘书长游强进出席座谈会。

市政协召开双月协商座谈会

商讨提升农村饮水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