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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11日～12日中低层切变维持且南北摆动，小雨；13日受地面弱冷空气和南支槽影响，小到中雨。具体预报如下：11日（初七）：阴天有零星小雨，偏北风1～2级，0～4℃；12日（初八）：小雨，偏北风1～2级，2～4℃13日（初九）：小到中雨，偏北风2～3级，3～7℃。今日相对湿度：70～100%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服务热线： 56896

扶贫之星胡清栋

贫困户冷暖记心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阮泽华 吴文谨

一周在家吃不了两顿饭、微薄的收
入、妻子的不理解，都曾让他困惑。但
当看到帮扶对象享受到两不愁三保障
时，胡清栋心里就充满了成就感。

胡清栋是咸安区永安办事处西河
村村委委员、文书，退伍回乡后，17年
如一日坚守岗位，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
好评。

腊月二十四，农历小年，西河村五
组村民李生组建的装修工程队还在武
汉的建筑工地忙着装门窗、防盗网。说
起工程队的成立，李生不由得感慨。“真
的没想到，我现在也能带着大伙赚钱
了，多亏了胡文书帮忙出点子。”

以前，李生一家五口全靠他给装修

队打零工维持生计。在胡清栋的建议
和帮助下，李生拿到了扶贫贷款，带领
乡亲组建起了铝材装修队。

47岁的万艳芳原先也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胡清栋了解到她发展产业的主
观意愿后，主动对接、上门服务，帮助她
申请十万元的扶贫贷款和四十万元的
楚农贷，发展果蔬种植基地和农家乐。
如今，万艳芳的基地已发展到一百多
亩，年养“果园土鸡”一千多只，年收入
近30万元，带动了不少附近村民就业。

脚下粘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

80岁高龄的陈新意老人腿部有残
疾，一同生活的儿子患有精神疾病，生活

十分困难。“去民政局办事都是胡文书开
车接送，有个头痛脑热给他打个电话就
来了。”说起胡清栋，老人感动不已。

春节将近，西河村六组的章翠娥一
家在新房里包饺子、炸圆子，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2016年，一场洪水将章翠娥家的
房子冲垮。胡清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不顾险情，冲进一米多深的洪水中抢救
物资。“天灾人祸不可避免，但要相信党
和政府，一起努力，日子会好起来！”是

胡清栋的这番话让章翠娥重拾起对生
活的信心。在他的帮助下，这家人领到
了27000元的危房补贴，住进了新房。

“现在党的政策好，贫困户子女读书
也有补贴。”每逢开学之前，胡清栋就开
始忙着向贫困户宣传教育扶贫政策，动
员家长把适龄孩子送到学校接受教育。

“贴近群众，待人亲切，服务热情！
能够坚持原则，办事公道，备受群众拥
护。”西河村党支部书记戴小平这样评
价胡清栋。

寒假里的
“快乐驿站”

1月29日，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庙
村村委会，几名儿童在青少年综合服
务平台看绘本、玩滑滑梯。

该服务平台在团区委和区妇联的
指导下，由团镇委着力打造，开展“希
望家园”活动，打造四点半学校、儿童
之家，服务青少年和辖区内农村留守
儿童。寒假期间，这里成为名副其实
的儿童“快乐驿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陈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刘宇轩、
程怡中报道：1月25日，农业农
村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公布
2018年度全国农机安全监理示
范岗位标兵名单，通山县农机
监理站站长华成林位列其中，
全省仅有两人获此殊荣。

“抓安全，必须进村入户，
到田头地边。”华成林在基层从
事农机监理工作30多年来，每
年他都主动带领农机监理工作
人员一起深入到农机大户、农
机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中，开
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宣传农
机安全生产知识。

该县属于山区县，农业机

械分布广，监理执法人员少，农
机执法工作量大。华成林转变
执法服务模式，建立了通山“农
机手交流群”，加强对农机手的
监管。同时，主动与县安监、县
交警大队建立长效联动机制，
深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点
整治农机无牌无证、违章载人
和酒后驾驶、安全技术性能差
和安全警示标志不全等违法行
为。

在华成林的带领下，近年
通山县未发生一起重大及以上
农机事故，各种农机事故隐患
明显减少，农机安全监理公共
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通山农机监理站站长华成林

荣获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岗标兵

扶贫干部阮国和

群众的事儿放心上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老焦，最近怎么样，年货都备好了
吧……”1月24日，在通山县闯王镇大
源村，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阮国和提
着棉袄、棉被等物品，走进贫困户焦新
华家中，嘘寒问暖。

阮国和，通山县水利局执法大队副
队长，始终心系群众，现已58岁的他主
动请缨，前往大源村驻村。

“把群众的事当成大事，第一时间
去做，把自己的事不当事，优先去做群
众的事。”这是村民心中的他。

2018年10月14日，星期天，仍奋斗
在扶贫一线的他，突发心肌梗塞，命悬
一线。 当天早上七点半，与他一同居住
的驻村队员汪朝辉发现他站在屋外，脸

色发白，右手吃力地撑着墙面，佝偻着身
体，不停地颤抖。汪朝辉上前询问，并
提出马上送他去县医院检查身体，但被
他果断拒绝。他说：“忍忍就好了，等我
把手上的事先做好。”在汪朝辉的极力
劝说下，他才答应先去休息一下。

上午九点，阮国和强忍着疼痛来到
村委会继续工作，同事发现他的情况并
没有好转，立刻将他送往县人民医院。
经检查发现，已有三根心血管全部堵
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需尽快进行手
术。由于手术比较复杂，救护车立即将
他转往同济医院。同时县水利局领导
与同济医院心血管科专家联系，提前做
好手术准备。到达同济医院后，经过几

个小时的抢救，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幸好送得及时，不然就没救了。’

做完手术后，医生这么和我说。”他的妻
子程红燕哽咽着说。

“幸好阮大哥人没事，不然我们会
愧疚一辈子。”村长程永华满怀愧疚地
说，阮大哥他们为村里操了很多心，解
决了很多问题。

大源村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较
为落后，村内1组、3组、5组一直都无
自来水可用，村民常年使用地下水和山
泉水，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为尽快解决村民用水问题，阮国和
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申请资金帮助。
同时，他撸起袖子、卷起裤脚，踏上崎岖

的山路，勘测地形，仅用了三天时间就
走过了15公里山路、走遍13个自然
湾，只为尽快寻找到合适的管道布置路
线，尽早解决乡亲们的用水问题。

“我想去看看那个河堤还有没有安
全隐患、想去看看葡萄园进展如何、想
去看看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住院
期间，他多次向前来探望的同事询问村
里的情况。出院后，又多次向单位要求
继续回村里工作。

当问及为何如此“拼命”时，他说：
“我只是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换作
我们单位任何一个人也都会这样做！”

如今，大病初愈的他又主动回到了
扶贫一线中……

本报讯 通讯员钟栋报
道：春节期间，市城管执法委做
到管理不间断，执法不放松，切
实维护市容环境。

针对春节期间返乡车流、
人流和垃圾量增多情况，该委
在确保日常环卫保洁工作的基
础上，加大公园、广场的清扫频
率，共清理转运生活垃圾2100
余吨，城区生活垃圾全部日产
日清，确保了道路干净整洁。

同时，做好桥梁、人行道、路
面窨井盖等问题的巡查和监管，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春节期

间，发现东外环红绿灯一处树围
塌陷，及时采取临时围挡确保
行人安全。更换金桂西路防撞
桶2个，扶正书台街交通安全品
质提升工程工地围挡20米。

春节期间，该委采取机动
巡查和徒步纠章相结合方式，
重点加强了市场周边、商圈、出
入城路口、酒店周边等人流量、
车流量密集路段管理，共出动
执法人员300余人次，共规范占
道、出店经营行为364起，拆除
违规搭建棚亭 29 个、条幅 10
条。

市城管执法委过节“不打烊”

切实维护市容环境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文
谨、特约记者胡剑芳报道：“您
好，这边有刷码网络购票，我可
以帮忙操作？"“行李太多了，我
帮你拎吧！”“请拿好身份证和
车票站在这里识别检票”……2
月1日下午，一群穿着红色马甲
的义工来到温泉客运站，或提
供咨询服务，或引导网上购票，
或帮旅客拎行礼，或帮忙抱孩
子……忙碌之中，冬日的温暖
正在传递。

这些义工当中有退休干
部、有上班一族、有社会志愿
者、还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

与。
“跟妈妈一起来做义工，能

帮别人减轻点负担，挺开心
的。”温泉中学九(4)班学生熊高
旭腼腆地笑道。

“轻搭一把手，温暖回乡
人。”义工彭建君带着2个侄女
正在物品检测处帮乘客捡拾行
李。“希望通过义工活动，让孩
子懂得如何帮助别人，关心别
人，带着爱心成长。”

据悉，春节期间，咸宁义工
团队共组织200多名义工服务
于各客运站、火车站，为乘客提
供全方位服务。

咸宁义工团队

让春运更加暖心有序

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7天的春
节黄金周以一个华丽的休止符结束。

春节期间，鄂南大地处处春意盎
然。广大市民纷纷携亲伴友，感受热汤
白雪、开展民俗游活动，体验乡土组合
线路，旅游市场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
象。

据市旅游委统计，春节期间，全市
共接待游客26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16 亿
元、同比增长11.8%。

传统文化民俗旅游丰富多样

春节期间，一条由100条板凳组合
而成的208米长的“板凳龙”在通山县
洪港镇串户走巷，一路上村民都燃起烟
花爆竹迎接长龙。在喜庆的鼓乐声中，
村民们簇拥着龙灯绕村巡游，十分热
闹。

大年初一，咸宁在主城区香城古街
举办湖北·咸宁新春大型传统花灯节，
万盏花灯绽放，琳琅满目的传统美食，
超炫的大型游乐场，让市民游客十分惬
意。

各地、各旅游景区突出新春佳节传
统文化及鄂南特色民俗风情特点，开展
系列营销推广活动，让游客在旅行中感

受浓浓“年味”。
赤壁市以三国赤壁古战场成功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中小学
生研学教育基地为契机，举行第四届中
国赤壁花灯节暨首届三国年货节，以赏
赤壁花灯、品三国文化为主线，向游客
发送花灯节门票福利，为咸宁乃至全国
游客提供一道美味的“年”文化大餐。
春节期间，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接待游
客超过15万人次。

咸安区第四届年货节及高桥镇第
三届民俗年货文化节，开启春节民俗旅
游序幕。“三句半”、“蚌仙戏”、“粗汉
舞”、“花灯说唱”、“民歌汇演”等丰富多
彩的本土特色节目深受游客喜爱。

梓山湖蜜月湾玫瑰园举行2019咸
宁新春大型梦幻灯光艺术节，航天科技
馆开展“新春拜年乐”——“集福送礼”、

“小笼旺春”等优惠活动，吸引市民游客
争相前来体验。

冬季特色旅游产品需求火热

“泡着热气腾腾的温泉迎新春，真
是其乐融融。”4日，是除夕，举家从武
汉来咸宁过年的郭玉，在三江惬意泡着
温泉。

春节期间，我市主要温泉景区全面

开门营业，推出新春旅游系列主题产
品，碧桂园温泉、温泉谷、三江温泉、瑶
池温泉、山湖温泉、浪口温泉等景区的

“沐浴温泉+春节拓展组合产品”受到
游客青睐。

碧桂园温泉启动了“沐浴赐福迎新
年”主题活动，对沐浴温泉的家庭推出
组合套票优惠大派送，正月初三至初五
联合时舞·印象咸宁剧场每天开展旅游
嘉年华实景演出2场，与游客进行节日
互动联欢。

大年三十晚上，温泉谷开展了“春
节礼品大赠送”活动，入住酒店的游客
意外收到了象征富贵团圆的“金币”，还
有一部分幸运儿通过参加抽奖活动，获
赠了由该企业春节特别推出的体验活
动代金券。

浪口温泉以“佩奇”的网络爆红为
信息热点，策划开展小猪佩奇一家卡通
人偶合影等“温泉+”主题活动。

春节假期，咸宁市温泉景区日均接
待游客超过2万人次。

九宫山滑雪场通过投资打造了6
万平方米滑雪场地、7000平方米接待
大厅，推动基础配套建设提档升级，推
出赏雪、滑雪、休闲、观光、度假“真纯
玩”一日游等新产品体验，也迎来客流

高峰，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达到3700人
次。

乡土组合线路农特产品受宠

春节期间，隐水洞景区周边的农家
乐，一到饭点都是座无虚席，景区附近
的购物商店，游客争相购买通山大畈麻
饼、小银鱼、山菇等农特产品。

在大汉皇族村刘家桥村，随处可见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还有喜庆的红对
联、窗花，小桥流水之间多了一份浓浓
的年味，更增添了游人的兴致。

崇阳柃蜜小镇景区推出“小猪佩奇
闹新春、碗里来大礼包等5重活动放肆
玩！”。游客除了体验玻璃栈桥、七彩滑
道、卡丁车、碰碰车等特色旅游项目，还
可在新开业的特色小吃一条街品尝各
类小吃，原生态土鸡蛋、蜂蜜等农产品
也大受游客喜爱。

嘉鱼三湖连江、二乔公园、玉龙岛
庄园游人如织，斧头湖畔农庄、道味小
镇、裕华农庄、香樟园、悠然山庄、梁家
小院等美食餐饮店食客爆满。

咸宁爱车自驾游俱乐部组织开展
大型团队地接业务，先后承接来自江
西、贵州及省内武汉、鄂州等地自驾游
俱乐部团队10多批次。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
员胡炜光、曹加芬报道：近日，记
者从市经信委获悉，去年，咸宁
市被省政府评为推进实施“万企
万亿技改工程”成效显著市
（州），获得资金奖励300万元。

去年该委抢抓机遇，积极
争取省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资
金3404万元，居全省第6位，为
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
了动力。

据了解，我市争取到的资
金，用于支持列入全省工业技
术改造投资导向计划的项目，

包括项目贷款贴息、新设备购
置补贴、“科技小巨人”和“隐形
冠军”示范（培育）企业奖励，以
及高端装备保费补贴、省级试
点示范、万企上云、省定重大事
项奖补等。

据市经信委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在省级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资金3404万元的基础上，
我市天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智
能汽车车载平板显示玻璃精加
工技术改造项目，另外获得
2018年省级重大技术改造示范
奖励资金200万元。

我市“万企万亿技改工程”成效显著

荣获省政府奖励资金300万元

正月初二，市邮政公司温泉投递站分拣员镇百春在分拣包裹。
春节期间，该站20多名分拣员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确保节日邮件
包裹按时送到用户手中。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年味浓 特色足 魅力显
——春节咸宁旅游市场综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宛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