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2版
2019年1月4日 星期五

热线电话：0715-3383399·崇阳周刊 组稿：汪国文 责任编辑：柯常智

E-mail:xncyxw@163.com

岁末年尾一场大雪降临，大雪封
山，交通中断，驻点村村民的生活如
何？崇阳县委办公室干部很是牵
挂。2018年 12月 31日，大雪消融，
公路开禁，县委办公室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带着大米、棉絮、床单，热水
袋等物品赶到驻点村铜钟乡坳上
村，为贫困户送上爱心，送上新年的
祝福。

刚一进村，扶贫工作队员拿起铁
锹、扫把清扫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的
道路、场子。积雪清扫后，他们各自
带着物品，走访各位帮扶对象。

在精准扶贫户沈国强家，门前搭
起了雨棚，正在搞房屋装修。他爱
人金丽亚因患病，丧失劳动能力，长
期靠药物治疗，大儿子 29岁还是单
身，小儿子弱智，原来的生活十分困

难。金丽亚见县委书记杭莺和随行
的工作队员提着大米、棉絮踏雪慰
问，又惊又喜。

杭莺关切地询问她现在下雪又
临近年终，生产生活上存在什么困
难时，金丽亚介绍，丈夫沈国强在广
州一家船舶公司打工，大儿子在县
一餐馆当厨师，全年收入还不错，

金丽亚说，脱贫没问题，感谢党
的好政策、好领导。家里准备开一
家农家乐，现在正请人在进行装
修。她高兴地领着杭莺来到二楼，
见到古香古色的装饰很有特色，杭
莺连连点头，很是欣慰。

沈会明因残致贫，但他身残志
坚，找到了一份适合他自己的工
作。沈会明的父亲见县委常委张正
韶一行来到家中，紧紧地握住双

手。张正韶径直来到老人的卧室，
翻起老人床上的被絮。随后，为他
家送米送棉絮等物品，当张正韶帮
老人系上红围巾、祝福老人身体健
康、元旦快乐时，老人笑逐颜开地说，
这是人生首次围围巾，暖和多了。同
时表示，有党的富民政策，自己勤劳
的双手，日子一定会红红火火。

帮扶干部王苗已与沈改革象是
老亲戚一样，关系密切。他由衷表
示，现在下雨下雪不担惊受怕了，享
受危房改造政策，房子改建好了，村
前村后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晚
上行走更方便了。

“这样的大雪天，温度又低，你
身体刚好不应该来，真是太感谢
了。”帮扶对象紧握着危顾洁的手，
象大姐、象亲友，发出肺腑之言，感

恩的言语让人感动。因为危顾洁虽
是前段生病，仍然经常与她电话联
系，刚刚病愈又随大队伍参加慰问。

县办年轻的帮扶队员杨娟、金
博、王崇霓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后
很是惬意，认为活动很有意义，特以
大山雪景留下照片作为纪念。

活动时，崇阳县百盟一马的志愿
者一行10多人，带着棉被、马夹等保
暖物品进村随同开展送温暖行动，
村民很是称赞。

据统计，县委办公室共为贫困
户送絮 200 床，床单 60 个，围巾 60
条，大米80包，热水袋80个。

青山披银装分外妖娆，党心连民
心特显温暖。扶贫工作队员离别
时，村民久久伫立在村口，挥手道
别。

情 暖 坳 上
——县委办公室开展“暖冬行动”侧记

特约记者 徐功频 通讯员 刘治国

依据铜钟乡适宜的地理环境
和土壤壤质，湖北领康中药材有限
公司在该乡种植中药材1500亩，铜
钟村、清水村、在下村、佛岭村等各
以资金入股，由领康中药材有限公
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村集体经济
收入每年保底 5 万元分红，户均增
收3000 余元，并可以吸纳100 余名
贫困户就业，使得中药材种植成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增长点，助推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特约记者 黎志远
通 讯 员 曾翠翠 摄

种植药材
助力脱贫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功频报道：
2018年 12月 30日，崇阳境内突降
大雪，崇阳县发改局党员干部一大
早带着大米、食用油、棉絮、棉袄、等
物品匆匆地奔赴到驻点村白霓镇大
市村，为贫困户送上爱心。

扶贫工作队员和镇村干部来到
一组精准扶贫户庞启祥家，庞启祥
见老熟人赵效斌局长一行的到来十
分热情，一个劲地说谢谢。赵效斌
一行来到老人的卧室，仔细地翻起
他床上被絮，关切地问起老人的生

活情况，老人连连讲起在发改局的
帮扶下，现在生活大变样了，吃得
饱、穿得暖，连厕所改建成卫生间，
跟城里人一样，方便又卫生。临行
时，赵效斌特别叮嘱老人烤火时要
特别注意防火安全，要安全使用取
暖器，教育小孩不玩火。春节来临，
要积极参与村庄的环境保护，共同
守护美丽的乡村。

汪细香婆婆今年75岁，眼睛患
病，几乎失明，生活十分困难，享受
低保政策。儿子是个五保，长期在

精神病院治疗，老人拉着帮扶干部
的手，感激不尽，声称党的政策好、
干部好，把困难群众当亲人，送米送
油，送衣送絮。庞海珠老人身患类
风湿多年，不能行动，见了扶贫工作
队员和镇村干部顶风冒雪上门，曾
当过民办老师的他大声说，你们真
是雪中送炭啊。

室里，温暖如春，笑声爽朗，室
外，雪花飘飘，暖冬行动仍在持续
……

在大市村上湾的一个十字路口，

是广大村民出行必经之路，积雪很
厚，严重影响到村民出行。扶贫工
作队员、镇村干部和村民一起铲雪
排除交通安全隐患，保交通畅通。
在通往雨山新修起的月山大桥前
方，立起了禁止通行的警示牌，禁止
机动车辆通行。

据悉，当日崇阳县发改局为贫
困户、残疾人、60岁以上空巢困难
老人、困难党员共送大米 140 包、
食用油140壶、棉絮60床、棉袄30
件。

县发改局为贫困户雪中送炭

脱贫攻坚路上

平安崇阳
崇阳县公安局协办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雯报道：
2018年12月27日下午4点20分，崇
阳县实验小学门口，来接孩子放学的
家长已经陆续赶到，老城区原本并不
宽敞的马路更显拥挤，一抹亮黄色的
身影忙碌在车流人群中，在他们的引
导下，过往车辆低速有序通行着。

负责在这里执勤的万警官告知，
根据学校的上、下学时间，护学岗每
天安排早高峰一次，晚高峰两次开展
执勤活动，最后一岗基本到晚上六点
十分以后收队。

当天晚上8点，在崇阳县大集中
学门口，一辆巡逻车闪烁着警灯，县
公安局巡逻大队夜间护学岗的民警
们已经提前到岗，他们正忙着提醒过
往的车辆减速慢行，同时引导来接孩
子放学的家长们有序停车。

在等候孩子放学的过程中，学生家
长汪先生告诉记者，巡警队员每天晚上
都在学校门口执勤，家长们感到很安心。

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陆续走出
校园，执勤民警分成两队，一队在校
门口定岗执勤，一队则到学校门前的

马路上引导家长和学生有序离开。
直到晚上10点，学生和家长都已

经离开，执勤的民警却没有收队，而
是继续在校园周围步行巡逻了一圈，
查看是否有社会青年和可疑人员在
附近逗留。

对于崇阳县公安局护校安园工
作，大集中学宋老师介绍道：“有警察
来护学，学校周边的治安秩序更好
了，我们老师和学生也更有安全感。”

近年来，崇阳县公安局为了加强
平安校园建设，建立了“交警早、晚高

峰护学岗+巡逻夜间护学岗”双岗结合
的护学模式，形成了“交巡警设岗护
学+常态化校园治安隐患巡查+多警种
安全教育进校园”的工作机制，大大改
善了学校周边的治安环境，最大程度
预防和遏制了涉校涉生案件的发生，
得到了师生以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崇阳警方：双岗护学保平安

遗失声明
徐辉霞经营的崇阳县艾美

通信店不慎遗失工行预留印鉴，
账户1818030609020037334，特此

声明作废。

2019年1月3日

本报讯 通讯员姜霞、刘佳春
报道：2018年12月26日，崇阳县名
师工作室选派骨干教师到路口镇桥
边小学开展了送教下乡活动。

崇阳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余澍
介绍说：“桥边小学位于崇阳县的北
部边陲，是崇阳一中的结对帮扶学
校。送教下乡，主要是为了通过城
乡教师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进一步
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从而促进教
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活动开始，陈会军老师讲数学
示范课，他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数学
研究生，现任崇阳一中数学教师，他
精彩的讲授、细致的指导、热情的解
答，让学生学有所获，听课的教师受
益匪浅，大家都真切地感受到了数

学教学的魅力！
在教研座谈会上，城乡教师相

互交流。崇阳一中数学教师吴红娟
就如何开展数学教学说了自己的见
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强调方
法比知识更重要。高一年级主任刘
秦勇作了《素质教育的意义》的讲
座，希望秉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理
念，用多元的、发展的眼光评价和引
导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在素质教
育的天空下，绽放出独特而耀眼的
光芒。

活动结束时，桥边小学校长舒
楚芳深情地说：“感谢县名师工作室
的老师对桥边小学的帮助，我们一
定将发扬爱岗敬业自信团结的精
神，努力办好乡村小学教育。“

崇阳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琳娟报道：
连日来，面对暴雪冷冻天气，崇阳公
路管理局积极响应，密切关注天气
动态，全力迎战冰雪保畅通。

2018年12月29日，该县金沙村
率先降下大雪，S319咸赵线金沙段
路面出现大面积积雪和结冰现象，该
局立即组织专班在各个路口设置安
全警示标志，并组织洒盐除冰，清理
路上倒伏竹木，确保群众安全出行。

12月30日凌晨，全县普降大
雪，雪深平均达到13cm。该局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公路应急
抢险点紧急出动，对积雪路段及时

设置警示标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
意安全；对急弯、陡坡处和路面积雪
较厚的冰雪路段和桥面，先用装载
机铲除积雪，再进行撒盐除冰；对积
雪较少的路段及时组织人工迅速铲
除；对沿线倒伏的树木及时进行清
理，各部门明确分工，又加强协作，
确保管养路段的安全畅通。

目前，该局投入抢险机械26台
次，运输车辆 38 台次，出动人工
310人次、铺洒工业盐55吨，设立
安全标志标牌68块，最大限度地降
低冰雪天气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确
保境内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畅通。

县公路局

积极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报
道：年末岁尾，也到了各类非法生
产、运输、买卖、储存、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的高发期，为确保群众生
产生活安全，崇阳县“两禁”办加
大巡查力度，在禁鞭区开展集中
整治活动。

2018年12月26日，县“两禁办”
工作人员在崇青公路沿线巡查时发
现，天城镇渣冲村六组有群众贩卖烟
花爆竹。县“两禁”办立即组织安
监、公安等部门执法人员依法对贩
卖点进行搜查，发现在简陋的民房
内堆满各种烟花鞭炮，俨然成为一个

小型仓库，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当即进行调查，当事

人雷某避而不见，公安部门要求其
亲属通知雷某于两日内到县公安局
接受调查，并对雷某非法储存的烟
花爆竹，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没收处
理，并将安全销毁。

本次整治依法查缴烟花爆竹
200 余件，捣毁非法储存窝点一
个。县“两禁”办表示将进一步加大
整治力度，全面巩固禁鞭成果，同时
呼吁广大群众加强监督，积极举报，
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
境。

县“两禁”办

捣毁一非法储存窝点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志远报
道：1月1日，崇阳县第四次全国经
济普查入户登记正式启动，561名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将开始对全县
从事二、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普查
登记，摸清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新家
底”。

据悉，经济普查每5年举行一
次。第四次经济普查将全面调查全
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
模、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组织、产
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
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等。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毛崇谋
要求，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上
来，认真扎实地抓好经济普查工作；
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相关单位要及
时掌握普查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普
查方案、各项工作细则、工作流程的
要求开展普查工作；进一步提升质
量，加强检查指导，严格遵守普查数
据保密规定，强化现场调查阶段的
质量控制，严查弄虚作假的行为；进
一步宣传发动，加大对经济普查宣
传的工作力度，彻底扫除对经济普
查认识的死角。

该县统计局负责人安排部署了
入户登记工作，县商务局、经信局等
相关单位负责人就经济普查入户登
记作表态发言。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崇阳入户登记启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陶然报道：
2018年12月27日，崇阳县青年创
业联合会成立，团省委青年创业就
业促进中心项目部部长陈思汉，县
委副书记程冰野，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毛崇谋出席县青年创业联合会
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崇阳县青年创业联合会是全县
创业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共青团联
系创业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是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团
体。青创会秉承“互助、同济、共贏、
发展”的理念，围绕培训、交流、信
息、咨询、融资、维权、自律等方面服
务开展工作，为创业青年提供沟通、
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场所，积极发挥
与党委、政府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
用，及时反映会员的意愿和要求。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

积极引导广大创业青年在建设新时
代崇阳的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好生
力军作用。

会议选举产生了县青年创业联
合会第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
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

如何将青年创业联合会做大做
强，程冰野要求，要将青创会打造成
为增强理想信念的“加油站”、服务
青年创业的“补给所”、激发经济发
展的“助推器”、履行社会责任的“实
干家”。县委、县政府对青年创业联
合会的发展充满信心，将以一流的
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社
会环境为青年创业者保驾护航。

毛崇谋希望全县青年创业者勇
挑重任、敢于担当，用实绩回馈社
会、报效家乡，把青创会办成青年品
牌、办成崇阳名片。

崇阳青创会正式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功频报
道：2018年12月 25日，崇阳县金塘
镇畈上村柃蜜小镇的湖北省尚禾集
团热闹非凡，首届中国崇阳美丽乡
村·柃蜜小镇“尚禾杯”诗词楹联大
赛颁奖仪式暨崇阳诗联学会成立30
周年纪念活动隆重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及崇阳县诗词、楹联征稿获奖
者200余人参加。

省、市诗词楹联学会负责人，崇
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耀斌出
席颁奖仪式并讲话。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抒发爱国情怀，传承中华文
明，繁荣诗词、楹联创作，展示崇阳
人文之美、山水之美、生态之美、发
展之美，崇阳县委、县政府决定以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契机举办首
届中国崇阳美丽乡村·柃蜜小镇“尚
禾杯”诗词、楹联大赛。向全国各地
进行征稿，通过近3个月的时间，共
收集参赛作品2000余件。

经过专家评审组的精心评审，
在300余件入选作品中共评出诗词
类一等奖1名，陈东彩；二等奖2名，
李如英、李波；三等奖4名，黄宁辉、
莫增清、吴继强、唐永华；优秀奖20

名，耿运华等。楹联类一等奖1名，
章甫；二等奖2名，郑万才、姜天河；
三等奖 4名，王俊明、王天明、刘红
波、孙付斗；20名优秀奖，苏俊等。

会上，省诗词学会会长黄金辉、
省楹联学会会长刘书平分别授予崇
阳县桃溪中学“中华诗教先进单
位”、“湖北省楹联文化教育基地”奖
牌，该县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陈跃辉
对崇阳诗词楹联学会成立 30 周年
进行了总结。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蔡耀
斌要求，要坚定文化自信，肩负历史
使命。县诗词楹联学会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以干大事业的责任感，以时代
的使命担当，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
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
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诗词楹联
作品，引领社会新风尚，奏响时代最
强音；要坚定弘扬国粹，多出精品力
作。县诗词楹联学会要充分发挥生
力军、主力军的作用，团结带领全县
诗联同仁积极做好各项创建工作，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省级和国家级

“中华诗词之乡”及“楹联文化县”的
检查验收。

首届“尚禾杯”全国诗词楹联大赛颁奖
共收到参赛作品2000余件，有54件作品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