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市梦里水乡农庄耗资十万余元建污水
处理系统——

环保科技进农庄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赤壁市有一家名叫梦里水乡的农家乐。它地处陆水
林场李家山，离陆水湖风景区旅游码头4公里。为了保护
景区环境，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农庄老板张晓星自费建起
一座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24日，记者走进梦里水乡，那里翠竹荡漾、绿树成荫，
环境优雅。据张晓星介绍，她是陆水湖办事处双泉村村
民，2008年，她依靠村里自然风光，利用自家房屋和小院
建起休闲农庄。农庄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生
态、环保”的理念，2009年被咸宁市旅游局评为赤壁市首
家三星级生态农庄。

经营前几年，农庄设计建造了2个简易的生活污水沉淀
池，每月定期租用吸污车，将污水转运污水处理厂处理，费时
费力成本又高。2015年，张晓星到浙江等地参观学习生活
污水处理模式，收益匪浅。2016年9月，她自筹资金12万
元，引进浙江津膜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北嘉水科技有限公司在
国内先进的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花半年时间，建设了咸宁市
农家乐首家污水生化处理、循环利用兼无土栽培系统。

在农庄的污水处理站，张晓星指着一个正方形水泥池
说，这是调节池，容积18立方米，农庄每天产生的生活污
水，通过2个管道排放到调节池。随后，指着涂着绿色油漆
的圆形水泥池说，这是厌氧发酵池，容积15个立方米，污水
通过封闭容器微生物菌厌氧发酵、生物除磷、脱氮，厌氧池
内的水利用自动水泵定时定量抽取到水膜箱曝气，进行好
氧生化处理，使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污水达到排放标准后，被用于无土栽培。张晓星打开存
水罐的水龙头，通过4道水分流器，水流慢慢地流向空中4排
6层立体管道栽培槽，管道里郁郁葱葱地生长着空心菜、芹菜
水培蔬菜，最低管道下旺盛生长着一排排蝴蝶兰花。

张晓星称，农庄污水处理站的处理规模是每天2吨，
目前农庄日产生污水高峰期不到一吨。于是与扶贫办相
关部门和村组联系，计划将附近四五家农户家的污水引入
过来，解决周边农户污水处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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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杨芳林乡

生态田园风光美
28日，鸟瞰通山县杨芳林乡高桥头村，竹林风田园综合

体生机盎然，令人心旷神怡。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幕阜山绿色产业经济带建

设，通山县杨芳林乡利用周边绿色自然生态环境，因地制宜
在高桥头村和郭家岭村建设田园综合体项目。

该项目规划总面积700公顷，计划投资2.8亿元，目前已
相继建成古廊桥、游步道、小型休闲广场和大棚特色种植基
地、名优水果基地等，成为了当地集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农
业观光为一体的综合绿色生态田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双护双促”
咸宁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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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启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
本报讯 通讯员明聪报道：8月22日，我市召开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信息采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相关
部门及重点行业企业负责人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会上，第三方专业机构专家详细讲解工作背景目
的、调查范围及时间安排,并进行了现场答疑。市环保
局负责人要求摸清底数，加强配合，夯实责任，强化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责任，同时各相关部门和调查人员对调查
数据的真实、客观和准确性负责，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此次信息采集工作是按照湖北省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总体安排，进一步核准重点行业企业调查工作范围及
对象，建立基础信息，为下一步地块详查工作奠定基础，
预计2018年9月底完成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2019年
完成布点采样工作，查明重点行业企业土壤污染状况。

嘉鱼县鱼岳镇

拆除两家黏土砖场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春报道：“以前只要一烧砖，烟囱

就冒黑烟，空气里都飘着粉尘。现在拆除了，环境肯定
会好很多！”近日，嘉鱼县鱼岳镇西街社区、陆码村两家
黏土砖场整体拆除，附近村民拍手叫好。

拆除前，拆除队伍对现场隐患进行巡查，确保拆除现
场人员安全，并做好交通疏导。同时，加强对现场人员稳
控，防止出现阻工等现象。

准备工作完成后，一声拆除令下，挖掘机迅速行动，
将这两家砖厂厂房、制砖工棚等全部拆除平整完。拆除
后，拆除队伍在厂区入口处堆土设置路障。

今年来，该镇多次组织部门联合执法，打非治违，对
辖区内非法采砂、非法电、毒、炸鱼、超限超载等行为进
行严厉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下阶段，该镇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全力
整治辖区内非法建厂、污染环境的行为，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利益，确保不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渔民，打娘肚
子里起就生活在江上，对长江有很深
的感情。从83年开始，我父亲就在寻
找和保护江豚。”随着小船渐渐离岸，
赵世锦也打开话匣子，谈起了护豚的
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科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来嘉鱼开展研究，赵世锦的
父亲赵继武与水生所专家相识，后协
助水生所为人类见过的最后一只白
鳍豚“淇淇”寻找配偶。在与专家们
的朝夕相处中，赵继武意识到长江生
态保护的重要性，开始自主自发护
豚，赵世锦受其感染，也走上护江护

豚之路。
“父亲常常对我说，有生之年要守

护长江，不能看着长江江豚重蹈白鳍
豚的覆辙。”赵世锦说。这几十年来，
他一直在长江上“流浪”，驾着渔船边
谋生计，边开展保护工作。

2016年4月30日，赵世锦在长江
嘉鱼潘家湾段芦苇荡里，发现一只几
个月大的小江豚被困，他立刻拨开芦
苇，用打湿的床单小心翼翼地将其托
出。检查发现小江豚并未受伤后，小
心将其放生。 2017年2月，得知江豚

“康康”受伤的消息，正在芜湖打工的
赵世锦立刻停工，自费前往鄱阳湖参

与搜救行动，整整找了6天。
赵世锦的足迹遍布岳阳、合肥、九

江、芜湖、鄱阳湖等长江沿线城市，也
结识了一大批环保志愿者，他感觉到
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让赵世锦难忘的，是1999年，
他协助中科院水生所捕捞过5只江豚，
其中两头体检完后放生，3头送到了水
生所养起来进行研究。“我花了1个月
的时间和它建立感情，每天给它投
鱼。一开始它隔得老远，后来慢慢熟
悉我，亲近我，离我越来越近。”这种人
与江豚逐渐建立信任的过程，让赵世
锦对江豚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长发叔”和他的护豚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萱 通讯员 龙钰

上午10时许，行至一处江面，赵
世锦和副会长蔡光恒走到船头，掏出
望远镜和DV在江面搜寻。“这一带是
江豚喜欢出没的地方。”护豚队队员陈
泽花解释说。

和赵世锦、蔡光恒一样，陈泽花等
队员也都是渔民，他们年龄最长的近
60岁，年轻的也有40多了。从前，他
们边捕鱼边巡江，协助嘉鱼渔政部门
依法打击非法捕鱼行为；同时坚持对
江豚的活动轨迹、生活习性进行检测，
为相关科研单位提供素材，这些都是
自动自发的。去年一年，协会成员义
务巡江90次。

翻开陈泽花的巡江日志，上面详
细记录着日期、水位、在哪处水域发现
江豚几头，捕获了哪种珍惜鱼类体检
后放生……没读过多少书的她，记录
起来却是那么一笔一划认认真真。

“我刚嫁过来时，江豚还挺多的，后
来越来越少，想见一次都难。不过这几
年长江保护，江豚又开始出现了。我不
久前还看到过一次。”陈泽花说。

今年1月1日起，长江嘉鱼段陆溪
镇界石村至簰洲湾镇向新村全长84.5
公里范围内全面禁捕，这意味着嘉鱼
324户渔民全部“上岸”。而这“最后一
代渔民”中，就包含了协会的50多名
志愿者。

“有的去打工，有的跑货运，但不
管大家做什么，依然坚持义务巡护。”
赵世锦说。

蔡光恒是协会副会长，“上岸”后跑
起了出租，为了协会的工作，他没日没
夜起早贪黑。蔡光恒还和赵世锦自掏
腰包几万元用于协会经费开支。他的
哥哥蔡光伏也是护豚队的一员，他感慨
地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养育着我

们祖祖辈辈，现在该我们回报她了！”
当天的巡护，队员们并未发现江

豚踪迹。“这是常有的事，我们不会轻
易放弃。”他们计划着次日凌晨三点与
洪湖、嘉鱼渔政开展联合巡江，重点打
击非法捕捞。

“护豚队成立后，我们从零散的志
愿者行为，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还有
很多事要做，包括建立制度，添置一些
拍摄的设备，学习电子化的记录方式
等。我们也特别希望有各行各业的志
愿者加入到保护长江，保护江豚的队
伍中来。”赵世锦说。

“从父辈起，就开始保护江豚。”

“现在，该我们回报母亲河了。”

“‘长发’，走喽！”8月15日一大早，嘉

鱼县鱼岳镇清水沟码头上，几艘渔船静静

停泊，整装待发。在呼唤声中，一个皮肤黝

黑，一头长发的中年男人向渔船走来。

他叫赵世锦，人称“长发叔”，是嘉鱼县

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在他的带动下，协会

成立一周年之际，簰洲湾、潘家湾、鱼岳镇、

陆溪镇渔民志愿者共同成立了我市首支民

间自发组织的长江渔民护豚队。

上午8时许，两艘渔船发动马达，往陆

溪方向驶去，开始了长江渔民护豚队正式

成立后的首次巡护。

情系 色绿

城市新客厅咸宁之星营销中心9月初对外开放
通讯员 姜文凯 刘云照

昨日，笔者从中建·咸宁之星项
目部获悉，该项目营销中心将于9
月初正式对外开放。届时，由中建
三局倾力打造的咸宁顶级营销中心
将会让市民眼前一亮。据悉，营销
中心开放仪式非常高端，活动内容
也极其丰富，将为咸宁市民朋友们
带来很多惊喜，体验一场狂欢的盛
宴。同时，“8元赢首付，到访有惊
喜”的超值回馈活动也已倾城启幕！

国匠央企，致敬咸宁

中建三局，凭借高瞻远瞩的城
市运营专家眼界，携手著名设计团
队，以70万方高端综合住区——中
建·咸宁之星落子国家级高新技术
开发区，将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打
造以高端住宅为主，集购物、居住、
文化、市民活动于一体的咸宁特色
城市名片。为咸宁在经济、文化和
艺术上构筑与世界对接的桥梁，牵

引着咸宁城市不断向前。
咸宁大城复兴梦，中建三局领衔

助力！ 中建三局在咸宁先后投资建
设了咸宁大洲湖生态建设示范区项
目、咸宁市淦河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总承包项目、咸宁市金融港项目、
中建·咸宁之星项目等一批重大项
目，为咸宁建优建美香城泉都，打造
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生态城市提
供了强大动能。

咸宁之星，城市新客厅

中建·咸宁之星位于高新区金
桂路和旗鼓大道交汇处，咸宁市中
心医院往东车程约4分钟。项目规
划的70万方城市综合体涵盖了文
化商街、约2.7万方行政服务中心、
约2万方群众艺术馆、约4000㎡多
元化底商、4320㎡双语幼儿园、咸宁
金融港商务集群、高端星级酒店，七
大业态铸就品质大城。项目规划的

1300米的景观主轴，是咸宁未来城
市的中心主轴，也是未来的政务、文
化、商业主轴，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中建·咸宁之星无论是从规划
立意、产品定位，还是建筑及空间创
新、细节的研磨，中建三局都以量身
定制的方式打造，启幕咸宁人居新
篇章。中建·咸宁之星营销中心即
将盛大开放，为实现咸宁大城梦想
再进一程。

8元赢首付，倾城回馈

为回报市民关心和支持，中建·
咸宁之星重磅推出“8元赢首付，到
访有惊喜”活动。只需支付8元即
可办理VIP卡，即有机会在开盘当
天，通过抽奖赢取购房首付款以及
各种惊喜大奖。同时，到访中建·咸
宁之星城市展厅（中辉国际广场一
楼），即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 0715-8102639（急诊）

问：您好，贵医院是一所综合医
院，但却一直被称为“精神病医院”，
您怎么看？

答：这可能是大家对我们医院
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现在附二医
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级甲等
综合医院，开设有内科、精神科、心
理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性疾
病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
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
理科、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
床科室，共有医务人员480余人，其
中正高职称16人，副高职称55人，
博士15人，硕士50人，购置有核磁
共振等一系列大型医疗设备。医院
质量管理和医疗服务水平得到全面
提升，争取做到患者更安全，社会更
信任，百姓更满意，久而久之，附二
医院作为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
会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所知晓。

问：面对国家医改新政策与百
姓日益增高的医疗服务要求，贵医
院会从何入手？

答：在医改的大背景下，医院
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
要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这个
有效性，一方面是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
提升医疗服务品质和促进医院科
学发展的关键。我院将深入进行
精细化管理，打造附二医院的品
牌，这是也是医院管理创新的着力
点和发展趋势。

问：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深化，
现阶段公立医院面临着更多深层次
的问题和矛盾。您认为公立医院院
长们将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答：在新一轮改革的面前，公立
医院需要考虑和解决好的问题有：
第一，处理好大医改和公立医院改
革的关系。大医改强调的是三医联
动，而三医联动中公立医院改革是
关键，对于院长来讲，公立医院改革
在医改中绝不能拖后腿。第二，公
立医院的改革应该走在前列。因为
医院需要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需要解决医院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问
题，是需要靠医院机制改革与创新
来驱动的。第三，。医疗服务的有
效性说到底还是要通过医务人员的
服务来实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最
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医院管理，在
医院管理中，则需要通过绩效和薪
酬等手段来更好实现医务人员积极
性的发挥。

问：听闻贵医院最近在大楚城
开展了一系列的义诊活动，对于这
样等社区的公益活动您怎么看？

答：我院自2012年以来，克服
了院内工作繁忙，人员紧缺等诸多
困难，每年组织医护人员义诊达到
数十次，为老百姓提供健康咨询和
指导，从中受益的人数每年高达万
余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
动，让身体不便的居民能享受到足
不出户的免费医疗与服务，提高社
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水平，增强居民
的健康保护意识，更好地解决了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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