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易家堤的移民博物馆，笔
者看到一本1972年的账本，上
面写着“保胜”字样，便问身旁的
该村致富能手吴宗祥：“这是什
么意思？”

他望着两个字端详半天：
“这个好像是我爷爷的名字。”

“哪个是你爷爷的名字？”一
旁的村支书吴义元纠正说：“那
是我们移民前的家乡，陆水河畔
的保胜大队。”

一席话说得现场的人哈哈
大笑。

但对于1986年出生的吴宗
祥来说，这并不好笑。虽然过去
贫穷的日子还记忆犹新，但他们
显然已经开始转换了自己的角
色，做了一个新时代的逐浪儿。

2013年，本来在外打工的吴
宗祥看到了家乡的变化，头脑活

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强，
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也很敏
感的他毅然回到家乡，做起了新
时代的农民，在家里兴建葡萄基
地。

而柳山镇在为移民改善生
活生产条件的同时，也在为他们
的增收致富而谋划着。根据该
镇紧邻三国赤壁古战场及赤壁
旅游快速通道的地理优势，目前
该镇正在建设生态农业旅游观
光园，预计项目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5600万元，解决周边400余
人就业。

同时，该镇依托湖区资源优
势，引进赤壁坤元农业、成都绿
态果业等公司合作社，建成了总
共近7000亩的水生蔬菜基地、
水产养殖基地和果蔬基地。目
前，三大基地已完成部分排灌渠

道护砌、生产便路、供电线路及
钢架大棚等设施。预计建成后，
年产值可达1.1亿元，可直接促
进移民每年人均增收680元。

为盘活农业资源优势，该镇
更是大力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流
转土地500亩，建设产品加工产
业园。目前已完成基地内道路、
供水、供电和绿化等配套基础设
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

柳山湖镇，在经历了三代移
民们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后，在
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大潮的洗
礼后，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昔日的“穷窝子”“虫窝子”
“水窝子”“气窝子”，正迈开大
步，跨越在柳山湖——这一片珠
宝滩上。

未来—迈步从头越

跟随着柳山湖镇易家堤村
支部书记吴义元的脚步，我们走
进了该村的产业基地：宏江葡萄产
业园，该园共种有葡萄1000亩。
种葡萄的大棚为全钢筋架构。

吴义元边走边介绍：“2006
年，我们移民的苦日子终于熬出
了头。”那一年，在政府的帮助
下，移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政府不仅帮助我们修建了
楼房，还给我们兴修水利及基础
设施。”在吴义元的指引下，我们
看到眼前纵横交错的水泥路，延
伸到田野的每一个角落。在田
畈中间，一条宽8米的水泥护砌

渠道里，滔滔流水向着远方奔流
不息，移民们再也不用担心下雨
淹了庄稼。

如今，村民们没有后顾之
忧，开始大兴产业。村里除了
1000多亩的葡萄园，还有2000
多亩的稻虾轮作基地。仅2017
年，该村人均收入达到12000多
元，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

柳山镇党委书记鲁锋介绍，
为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从
2006年开始，政府加大对移民的
扶持力度。累计改造移民危房
户1995户，完成24.77公里的五
大干渠清淤护砌血防灭螺工程，
完成腊里山排灌泵站改造，农村

安全饮水改造及镇村卫生阵地
建设、中心学校建设等，确保了
移民在住房、生产排灌、饮水、就
医、教育等生产生活条件方面的
安全与便利。

有了党和政府撑腰，移民们
胆子更大了，干劲更足了。近来
来，易家堤村立足产业特色，引
领产业发展，多次聘请专家举办
特色种养殖、经营管理等实用技
术和创业知识培训。全村共培
养、发展致富能手12人，在他们
发挥带、引、帮作用下，辐射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幸福的日子，正朝着移民挥
手致意。

现在—云开见月明

说起三峡大坝，相信每一个
人都不会陌生。但要是说陆水
大坝，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
1958年，国家为取得三峡大坝建
设依据，决定在全国选择一个地
方，修建一座三峡大坝实验坝，
为三峡大坝的修建夯实基础。
经过无数专家在全国各地的实
地勘察，最后，这座实验大坝选
中了赤壁市陆水河上游。

从实验大坝选中陆水河开
始，赤壁市（原蒲圻县）南郊的
2000多户9000余名百姓的生命
中，就刻上了一段苦涩的记忆。

近日，87岁的老人魏巨泉回
忆起那段日子，几度哽咽：“我是
1969年11月最后一批搬迁到柳
山湖的。我第一眼看见的只有
芦苇，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我
们天天就在沼泽地里割芦苇，要

把它造成田。可是沼泽下面就
是血吸虫呀。苦哇。白天割芦
苇造田，晚上回到家，一家七口
就住在20多平方米的兵营式房
子里。那是土坯房，房子也是建
在沼泽地里，房子的地面上，泥
巴都没干。苦哇。”

魏巨泉老人介绍，虽然在那
个时代，大家都干劲十足，可是
遍地的沼泽，里面钉螺密布，血
吸虫泛滥，水稻是种不成的。大
家便在沼泽里挖沟渠，排水，将
沼泽地晒干，改种小麦、棉花。
但由于地势低洼，加之沼泽地里
人工挖的沟渠也不结实，只要稍
有下雨，沟渠毁了，种下的庄稼
就淹了。曾经在 1996、1998、
1999 年，三年里，移民颗粒无
收。

“当年，提起柳山湖，人们真

的是闻湖色变。”柳山湖镇宣传
委员孙睿介绍。人们称这里是
四窝子：虫窝子、水窝子、穷窝
子、气窝子。

为什么是气窝子？魏巨泉
老人说：“我们从山清水秀的陆
水河畔搬下来，成了吃不饱、穿
不暖、睡不好的难民，这心里有
怨气。领导也受气哦，他们努力
向上面争取资金，希望改善我们
的生活条件，可是实在是积疴太
深。”

如今，这一切都成了过去
式。住在三室一厅的两层楼房
里的魏巨泉老人，在采访结束
时，握着笔者的手：“感谢党、感
谢政府、感谢改革开放，我们现
在呀，比过去的有钱人还要安逸
十倍呢。”

老人的脸上，笑容灿烂。

过去—水复疑无路 赤马港交警进校园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报道：9月17日，赤马港交警中

队走进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主题为“祖国花朵 快乐成长”
的儿童道路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

当天，交警中队民警针对小学生参与交通出行的特点，
结合学校周边交通状况，采用通俗易懂的儿童语言，对如何
正确过马路、安全乘车和如何辨别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等为
小学生们进行了具体、生动的讲解。

同时，通过播放近期部分学生家长的交通违法行为视
频，以问答的形式就这些违法行为与孩子们进行互动，调动
孩子们学习交通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加深他们对交通违法
行为的认识，让他们从小懂得“知危险、会避险”交通安全常
识，引导他们远离交通事故，快乐安全成长。

“穷窝子”的幸福嬗变
——改革开放40年看赤壁柳山湖镇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孙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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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守护供水“动脉”
通讯员 张升明 陈琦

9月 11日下午3时。虽是深秋时节，但天气依然酷
热。在赤壁市河北大道农村客运站正门口，赤壁市供水总
公司的维修工人们正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在抢修因老化而
漏水的供水管网。

“我们14:30分接到群众报漏电话，立即组织人员，15
分钟就赶到现场。”现场维修的赤壁市供水总公司城北分公
司经理汪争光介绍。

其实，这样的突发事件，对于赤壁市供水总公司的管道
维修人员们来说，早已经成为了工作常态。

翻看该公司的工作日记上就能看到：4月5日，0:17
分，赤壁同城上都小区DN300供水主管道破裂。0:30分，
维修工人到达现场展开维修。尽管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但
工人们没有畏缩，依然顶着大雨在深夜里默默辛苦着。当
小区居民在晨曦中醒来，拧开水龙头，望着哗哗流淌的自来
水，可能不知道，在深夜有一群人，为了他们的生活不受影
响，在大雨里整整工作了6个小时。

“在我们维修工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下班、放假的概
念。他们24小时处在工作状态，随时为居民的生活、工作
的顺利进行准备着。”赤壁市供水总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
理刘国新说。

水，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为了保证居民的用水
需求，赤壁市供水公司以大无畏的精神，担负起60多平方
公里，26万多人的用水职责。在380多公里的供水管道
上，一个个供水维修工人无私付出，第一时间到场，争分夺
秒抢修。将一个个平凡的身影，在风雨中、在烈日下、在深
夜里，站成一座座伟岸的雕塑。

有一些改变是不知不觉的，是润物
无声的，就像我们的日子由贫穷到富
有，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
化。

好日子不是一天就来到的，改革开
放的成就也不是一天造就的。当我们
在今天幸福的生活里回首往事，才发现
时光已经走过了 40 年。才发现我们的
日子，在40年里一天天、一点点地抛弃

了贫穷。
魏巨泉老人一家七口，从20多平方

米的土屋搬进三室一厅的两层小楼，从
几度哽咽到笑容满面，这一过程，经历了
40年。

当年的“穷窝子”到今天的“珠宝
滩”，这一过程，也经历了40年。

这40年，让柳山湖镇的人民深切感
受到改革开放给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

变化。同时，生活富足、和谐安定向人
民证实了改革开放，是一条正确的富民
路、强国路。

柳山湖镇党委书记鲁锋说，现在柳
山湖人民充满信心、决心和勇气。如
今，总面积2500亩的生态农业旅游休闲
观光园，总面积 7000 亩的水生蔬菜种
植、优质水产养殖、优质水产网箱养鳝
等农业产业化基地，总面积 500 亩的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等项目的开工建设，无
一不见证着柳山湖人民与改革开放同
频共振。

苦日子不堪回首，好日子还在向
前。柳山湖人民正放开手脚，用自己的
勤劳、智慧和勇敢，发扬艰苦创业的拼
搏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阔步走
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金色
大道上。

赤壁审计局举办培训班

推广虾稻共作养殖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余忠、袁俊报道：为切实加快贫困户脱

贫致富脚步，以技术技能为支撑带动产业扶贫，近日，赤壁
市审计局组织柳山湖镇宝塔山村近50名龙虾养殖户开展

“虾稻共作”养殖技术培训。
专家结合宝塔山村地域特色，围绕“虾稻共作”有利时

节，详细讲述了“虾稻共作”的市场前景、小龙虾的生物特
性、本土“虾稻共作”特色养殖模式，重点剖析了湖北省“虾
稻共作”种养的成功案例，并就养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进行
了风险评估规避。

据介绍，该镇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围绕特色水
果、水产等农产品进行重点打造，现有12000亩稻虾共作
基地，全镇现代农业发展构架基本成型。

赤壁残联加大帮扶力度

力促残疾人就业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邓琼、宋永来报道：近年来，赤壁市残

联在坚持兜底保障的同时,加大帮扶力度，多种形式促进残
疾人就业，支持残疾人多种形式增收。

赤壁市残联落实《残疾人就业规定》，实行分散就业与
集中就业相结合的方针促进残疾人就业。通过提供适当的
劳动工种和公益岗位，依法培育盲人按摩机构、残疾人福利
企业等福利性单位，扶持发展吸纳残疾人就业的创业基地，
稳定推进安排残疾人集中就业，免费提供失业登记、就业指
导、职业介绍并开展职业能力评估，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
意愿的残疾人参加生产劳动。

同时，广泛开展残疾人求职技能、实用技术培训，推荐
残疾人就业。充分发挥保障金的就业促进作用，对安排残
疾人就业达不到法定比例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严格依法征
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保障残疾人就业。

赤壁开展专题督导调研

推进村级换届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近日，赤壁市组织4个专

题督导调研组，分赴16个乡镇（办、场、区）,对182个村（社
区）“两委”换届前期准备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及时掌握情
况，发现问题，推进换届工作积极稳妥推进。

督导调研组采取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座谈走访等
方式，详细了解各乡镇（办、场、区）“四先四后”工作情况，特
别是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换届考察、换届人选综合研
判等方面情况，深入了解各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及后备
人才“红色体检”情况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推进情况。

同时，督导调研组分别深入建档立卡贫困村、软弱涣散
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不达标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示
范村和换届重（难）点村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与村支部书记、
驻村“第一书记”及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了解现任村（社
区）“两委”班子成员工作业绩、思想动态，掌握村（社区）干
部培养选聘千人计划人员的现实表现，为村（社区）换届工
作问诊把脉，牢牢掌握村级换届工作主动权。

放开手脚才能实现超越
○ 申鸣

车子顺旅游快速通道，在距三国古战场3公里处，顺路标右拐，眼前突然一亮；纵横交错的马路干净整洁，两旁
绿荫葱葱，房屋错落有致。迎面而来的墙壁上，一幅幅乡土气息浓厚的特色宣传画，与路旁自然景物虚实相应，真假
相融，让人忘了身在农村。

这里是湖北省“文明乡镇”、“2017年综治维稳先进集体”——柳山湖镇。而我们所在的村庄，是“全国文明
村”——柳山湖镇腊里山村。

身处这一片葱茏之中，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一个集移民安置区、血吸虫疫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湖区乡镇。提
起当年，路边的老人仍然心有余悸，口里只有两个字：“苦哇。”

曾经的兵营式住房。

现在的花园式村落。

秀丽的腊里山村。

宽阔的通村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