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节前夕，鄂南烈士陵园，人们纷纷前来缅怀英烈，引导未成年人学习党史
国史和英烈事迹，感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
秀传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清明祭英烈

红色精神代代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阮泽华

通讯员 骆名进

3日，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
赤壁市羊楼洞志愿军烈士陵园参加烈
士祭扫寻亲活动，为烈士寻亲志愿者
余发海颁发荣誉证书，慰问烈士家属，
公布赤壁市羊楼洞志愿军寻亲值班热
线。

该烈士陵园安葬着在新中国初期
剿匪、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建设中负
伤牺牲的142名烈士。烈士陵园主体
由142名子弟兵烈士墓群、革命烈士
纪念碑、展览馆三部分组成。

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全体祭
扫人员肃立碑前，向烈士纪念碑鞠躬默
哀。五位志愿军老战士胸前佩戴勋章，
在志愿者的搀扶下为烈士献上鲜花。

“弘扬英烈精神，我志愿成为红色
精神的传承人，践行英烈传承人的义
务,宣誓人……”20名红色志愿者在
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赵李桥小学六年级学生黎幸系着
鲜艳的红领巾，蹲在烈士墓前，用毛巾
擦净墓碑后，献上鲜花。

“祭扫活动有助于学生了解历史，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实例支撑，有助
于学生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理想信
念。”赵李桥小学带队老师胡炎明说。

据介绍，华中科技大学率先将该
烈士墓群定为“大学生红色寻访基
地”，并积极协助寻亲。2018年，赤壁
市羊楼洞志愿军烈士陵园被定为我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五年来，我市扎
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累计脱贫
38.38万人、出列贫困村192个。“行百里
者半九十”，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
康目标，必须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扶志扶智拔穷根。物质性贫困的
根源在于精神贫困，要改变“船上人不
努力，岸上人累断腰”的现象，通过村民
戒赌协会、妇代会等组织改变聚赌陋习
和好逸恶劳的现象，表彰自强自主的优

秀典型，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要继续推动“三农”政策下乡、实用种养
殖技术下乡，有效提高农民创业技能。
将外部“输血”式扶贫与内部“造血”式
脱贫相结合，开对“药方子”，才能真正
拔掉“穷根子”。

产业扶贫帮穷户。农业要遵循市
场规律发展特色产业，在做优、做精、做
特上下工夫。按照市委“一县一特、一
村一品、一户一业”的思路，重点选好三
类产业：一是当年能受益的产业，如特
色种养殖基地。二是3到5年能见效的

产业，如水果采摘、农家乐和民宿等效
益高的农村旅游产业。三是长远有保
障的产业，如农副产品深加工的现代化
农产业。针对部分农产品“有产品没价
格、有产品无品牌”的困境，要发挥政府
服务推动作用，引进、扶持龙头企业，打
造品牌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

推进党建强基础。基层党组织是
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部”。一方面，要
选优脱贫攻坚带头人。选优配强贫困村
党组织书记，对不能胜任的进行集中调
整。从优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推

动人员、资金、资源下沉一线。把农村致
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中的优秀人员纳入后备干部库。另一
方面，要建强脱贫攻坚先锋队。积极引
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作用，充分利用“吃
连心饭、叙干群情、商发展计”等活动察
民情、听民声、解民忧，探索推广产业发
展型、资源利用型、股份经营型、区域带
动型、异地置业型等模式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全面消除集体经济“空壳
村”。建立扶贫工作百分考评制，开展绩
效考核，对各级党政干部扶贫工作不到
位，脱贫任务不落实，实行“一票否决”。

党校之声

4月2日，走在咸安区温泉办事处
岔路口社区新宁小区内，路面干净平整，
空气清新沁人，绿化带清新亮丽，导视牌
醒目整齐。岔路口社区党总支书记艾娟
说：“新宁小区内的违建已基本拆除，垃
圾杂物已全部清理干净，居民种菜区域
也已平整好，正准备规划停车位。”

新宁小区原是化纤厂宿舍，现有
住房12栋，占地面积36800平方米，住
户378户，1323人。2009年化纤厂改
制后小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阶段，陆续
出现墙体破损、乱搭乱建、侵占绿化带
种菜、路灯缺损、下水道堵塞、停车位不
足、公共场所杂草丛生等诸多问题。

社区每年投入人力物力，对小区的
环境进行维护，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今
年，新宁小区成功申报列入市老旧小区
改造计划，改造于3月7日正式启动，
初步预计工期将持续三个月。

70多岁的居民秦广胜说：“虽然我
家的鸡棚被拆除了，以后不能养鸡了，

但想到小区改造后设施更好更完善，环
境也更美了，我还是百分百支持的！”

下一步，社区将在充分征求居民意见
的基础上，开展排水管网改造、道路和绿化
带整修、修葺漏水楼顶、安装路灯、疏通下
水道、在原有的篮球场周围补充健身器材、
增添停车位、空地铺设彩砖硬化等工作。

岔路口新宁小区：旧貌焕新颜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子川 通讯员 吴静红 李婷婷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共创小康新生活
○ 李颖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通讯员施继颜、
吴娜报道：近日，咸宁市尚诚公
证处与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签
订《网络司法拍卖服务外包工作
合同》，承接法院网络司法拍卖事
务，正式启动公证参与人民法院
司法辅助事务工作。该公证处也
成为全市首家推行“互联网+司法
拍卖辅助服务”模式的公证处。

据介绍，法院对受理的强制
执行案件中已作出拍卖裁定后
公开拍卖 、变卖的动产及不动
产，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
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进行处置，

即杜绝了人为干预等现象的出
现，又能够促进标的物拍值的最
大化，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的
利益。公证机构将派遣专职人
员入驻法院开展网络司法拍卖
相关事务性工作，提供电话咨
询、标的物的勘验和看样等专业
化服务，不仅有利于提高执行财
产的成交率和溢价率，还能最大
程度兑现当事人的合法债权。
同时，可以让执行法官从司法拍
卖大量繁杂事务性工作中解脱
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执行办
案中，有效提升执行工作效率。

咸宁市尚诚公证处

推出“互联网+司法拍卖”辅助服务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通
讯员程飞报道：4日，全市贫困
村后备干部和青年农民党员发
展对象培训班正式落下帷幕。

此次培训班由市委组织
部、市委党校组织，为期两天，
主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章》等理
论知识，传授抓产业、抓党建、
抓作风建设促脱贫攻坚及健康
扶贫政策、宗教法规、党员发展
等方面内容，旨在帮助培训对
象提升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
为贫困村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基础保障。

“培训内容将原先难以理解
的问题变成具体典型的事例，将
中央、省、市的政策文件变成了
贴合本地实际的扶贫措施。”通
城县隽水镇柳峦村村长助理黄
培哲说，通过这次培训，他可以
帮助村里贫困生申办助学贷款
和教育补贴，指导发展产业的村
民申请产业奖补和技术支持。

据了解，参加培训学员共
有180人，来自全市192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后备干部和青年农
民党员发展对象。其中，“千人
计划”人员90人，青年农民党员
发展对象90名。

我市举办培训班

培育农村后备党员干部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刘
爽报道：青山有幸埋忠骨，烈士墓前寄
哀思。连日来，中部战区驻鄂某舟桥
旅、空军某旅先后组织官兵来到嘉鱼
县簰洲湾镇九八抗洪英雄烈士陵园,
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4月2日，某舟桥旅请来该部某连
叶华林烈士年过七旬的母亲及其兄弟
姐妹，一起向烈士墓敬献花篮，并整理
缎带。庄严的国歌声中，官兵们列队
脱帽肃立默哀，礼兵鸣枪12响。随

后，全体人员缓步绕墓一周，依次向英
烈敬献花篮，表达对英烈们的无限敬
仰和深切哀思。

4月3日，中部战区空军某旅官兵与
嘉鱼县、簰洲湾镇干群及蓝天中学师生
一道，冒雨向抗洪救灾烈士墓敬献花篮。

1998年 8月1日晚20时47分，
嘉鱼县簰洲湾中堡村堤段突发大面积
砂基渗透导致溃口，前来抢险的原广
州军区空军某部、湖北省军区舟桥旅
319名官兵被水围困，19名官兵壮烈

牺牲。灾后，当地人民修建了抗洪烈
士陵园，作永久纪念。

20年来，官兵们从未忘记抗洪抢
险中牺牲的战友，经常在清明期间前
来祭奠扫墓。连队还将烈士的事迹写
进连歌：“抢险当先锋，救灾打头阵，杨
德文，叶华林，青春无悔写忠诚……”

“先烈的历史功勋永远值得铭记，
先烈的崇高精神永远催人奋进。”某舟
桥旅政委表示，要深入学习英烈们伟
大事迹和高尚精神，把勇敢忠诚的接

力棒接过来、传下去，完成他们未竟的
事业，实现他们追求的理想。

“广大官兵要学习英烈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响应习主席
的号召，积极投身强军实践活动。”空
军某场站政治委员表示，该部将继续
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的主题教育活动，培育官兵的战斗精
神，明确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抓好军
事训练，将“抗洪精神”落到实处，争做
强军路上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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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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战区官兵缅怀簰洲湾抗洪烈士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4
月4日上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何开文要求，强力推进大
排查、大整治、大落实，切实做好
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安全生产。

何开文指出，前段时间全国
发生多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全市各地要始终绷
紧安全生产弦，切实负起保安全、
维护稳定的政治责任，抓根本、抓
基础、抓源头、抓能力、抓风险评
估、抓具体，做好应急准备，迅速开
展各行业安全生产整治，加大安

全执法力度，确保安全生产。
何开文强调，要压实化工

企业主体责任，从管理入手、技
术入手、设计源头入手，做好专
家驻厂开展全方位排查，做到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未来几
天，我市气温将持续上升，加之
清明节即将到来，全市森林防火
形势十分严峻，各地要加强巡逻
值班，严防死守，加大宣传力度，
做到群防群治，要落实好各项
预案和措施，一旦发生山火要
做到科学研判、科学灭火扑救，
确保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市领导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上要求

强力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落实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4日，我市召开全市政府系
统办公室主任会议暨政务信息
培训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市政府各部门办公室、
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以来，市
政府办公室系统紧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全力保障市委、市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实施，各
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
是大庆之年、大考之年、落实之
年。特殊之年，办公室作为特殊
岗位必须有特殊作为。

会议要求，办公室干部必

须时刻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始终做政治上的清醒人、明
白人、局中人，对党要绝对忠
诚，对民要爱，对己要严。要不
断加强学习，围绕“真、活、用”三
个字，努力填补知识短板、能力空
白、经验盲区。坚持以规范为纲，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强
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工作效
能。坚持以落实为重，紧紧围绕
上级重要讲话精神、重大决策部
署、重大交办事项、相关目标任务，
突出重点抓落实；要严格督查，进
一步完善督查机制，实施“清单式”
管理和督查；要转变作风，敢闯敢
干、敢为人先、敢于斗争、敢于担

市政府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

特殊之年有特殊作为

缅怀先烈 传承英志

崇阳县 1日，记者来到位于崇阳
县金塘镇畈上村的湖北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陈寿昌烈士陵园，只见进
园路面和停车场刷黑一新，工人们正
忙着铺设沿河青石板步道。

“每年到这儿开展清明祭扫、缅怀
先烈的人络绎不绝，为了更好地传承
革命精神，把烈士陵园保护好、利用
好，我们特意赶在清明节前进行整
修。”正在现场负责施工的湖北通远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庞剑威说。

（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吴鱼）
市区学校 4月2日，咸宁市横沟

高中、第三中学、咸宁高中、常收中学、
浮山学校、香城学校师生，来到北伐汀
泗桥战役纪念馆，联合开展清明红色
祭扫活动。

4月3日上午，咸宁实验外国语学
校玉泉校区师生，来到咸安区桂花镇

何功伟烈士陵园内，开展“党员牵手少
先队员文明祭扫烈士墓”活动。
(记者 吴文谨 通讯员 陈卫红 徐卓）

市环卫局 4月3日，市环卫局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前往通山县烈士陵
园，开展“清明祭先烈·传承英雄志”红
色纪念活动。

全体党员干部整齐列队，向烈士纪
念碑鞠躬致敬，共同缅怀先列。随后，
参观了烈士陵园墓、鄂东南革命烈士纪
念馆，重温了革命历史。据悉，此次活
动旨在增强党员干部爱国爱党的红色
情怀，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廖珣）

通山县公安局 1日，通山县公安
局组织80余名民警前往泰和园革命
烈士陵园进行祭扫，深切缅怀公安英
烈，传承和弘扬公安英烈不畏艰难、勇
于献身的职业精神。

活动现场，该局党委副书记、政委
林德邻要求，全体民警要深入学习公
安英烈忠诚可靠的政治品质，一心为
民的公仆情怀，不断继承英烈遗志，大
力弘扬英烈精神，把对公安英烈的追
思之情转化为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柯国强)
市财政局 4月1日,市财政局组

织机关第三、第六党支部全体党员干
部赴通城县塘湖镇、麦市镇联合开展“不
忘初心·缅怀先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在完成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后，
全体党员在通城县塘湖镇荻田村罗
荣桓元帅广场，集体重温入党誓词，
向元帅雕像敬献花篮，并参观了通城
秋收暴动纪念馆，学习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一心
向党、不怕牺牲的英勇事迹和革命

精神。（通讯员 李扬 李旭 王志群）
嘉鱼县卫计执法局 4月2日，嘉

鱼县卫计执法局全体党员干部赴红
安，缅怀革命先烈，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传承革命精神，励志前行。

大家一致表示，要进一步锤炼党
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以更坚定的理
想信念，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为人民
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通讯员 刘焱雄 郭志成）
通城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4月3

日，通城县住房公积金中心联合麦市
镇向阳社区来到罗荣桓早期革命活动
纪念馆、黄袍革命烈士纪念碑开展“传
承·2019清明祭英烈”主题实践活动。

党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以革命
先烈为榜样，弘扬烈士精神，以“我将
无我，不负人民”的初心做好本职工
作。 （通讯员 刘文新 吴果）

天气预报：预计5日和7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天；6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多云，局部阵雨。5～7日，气温上升快，空气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5日：多云到晴天，相对湿度40～90%，偏北风1～2级，9～23℃；6日：多云、局部阵雨，相对湿度30～80%，偏南风1～2级，12～26℃；7日：多云到晴天，相对湿度30～70%，偏北风1～2级，16～30℃。

本报讯 记者黄柱报道：4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
姿调研在咸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并召开座谈会。

闫英姿先后参观湖北科技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校史博物
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并与两
校师生代表亲切交谈。她希望
学校坚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重要讲
话精神，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
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
责任；充分发挥学科、人才优
势，为我市经济发展作贡献。

闫英姿强调，在咸高校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正本清源、守正
创新，为党和国家培育新一代
有影响、有信念、有作为的建设
者；要坚持意识形态责任制，培
育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牢牢掌握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引
导广大师生与党同心同德、同
心同向，听党话、跟党走，保证
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
地。

湖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田
辉玉，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王继成参加调研。

市领导调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