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什么都不靠，就靠自己的双
手，这样过日子高兴、踏实......”5月10日
上午，咸安区汀泗桥镇洪口村1组，村
民赵朝耀正坐在赵家清代老宅的古朴
堂屋里，扎竹扫帚，身后一面墙整齐地
码放着扎好的竹扫帚。

只见赵朝耀左手把着一枝竹枝
丫的茎干，眼神专注地在地上寻找称
心的材料，然后迅速地把长短一致和
弧形互补的竹枝丫巧妙地安排在主
枝丫的两侧，每侧各3支，7支竹枝丫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物固定的情况

下，顺从的在他手里紧密的靠拢在一
起，形成了竹扫帚的雏形。

“现在一天能扎50把，每把能卖
4.5元，平常都是销往温泉城区的门市
部，武汉东西湖的大型养殖场每年定
期来收购一次，根本不愁销路......”赵
朝耀打开了话匣子。

赵朝耀虽已76岁，但头发乌黑，
精神矍铄，手指灵活。原以为老人家
扎扫帚，已是多年的手艺。细细一问
才知，是这两年才学下的手艺。

“年纪大了，太重的体力活干不了，

活到老学到老，我得靠我的双手养活我
自己。现在扎竹扫帚，我一年能收入两
三万，养活我们老俩口还有多的。”赵朝
耀自信地说。

赵朝耀老人可不止这一项技艺傍
身，他年轻时带队修过鸣水泉、南川、赛
丰等水库，也参加工程队修过京广铁

路，还曾是村里当时唯一的电工。在今
年过年之前，他一直在医院护理一名
90余岁的高龄老人直到他去世，每月
工资能有4000余元，由于对老人尽心
尽责，和老人一家相处都十分愉快。今
年过年老人的女儿还专程来拜年，最近
医院护士长也是连番来电邀请他再次

“上岗”。
“人这一辈子不能怕吃苦，就是

要勤劳，我就是靠这一双手养活四个
孩子的，更何况现在国家政策这么
好，村里发展得也是越来越好了，我
们湾子的旅游眼看也是越来越兴旺
了，我还想着赶潮流做点游客的生意
呢。”赵朝耀憧憬道。

咸安洪口村古稀老人赵朝耀：

手工竹艺有奔头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李星 通讯员 董静

赤壁白羊村贫困户吴莲秀：

深山养鸡辟富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袁俊

白羊村，一个坐落在赤壁市官塘
驿镇大山里的小村庄。它就像一个
世外桃源：羊肠小道、层林尽染、朴实
山民……所有记得住的乡愁在此一
一呈现。

9日，在白羊村贫困户吴莲秀的
引路下，记者从村口出发，走了半个
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隐居”在深山
中的土鸡生态养殖基地。只见，几千

只鸡时而引颈高歌，时而在林下觅
食，欢叫声此起彼伏，吸引了不少游
客进山观光、拍照。

“虽然已过立夏，但山里的早晨，
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吴莲秀担心鸡
舍温度不够，走进去给炉子添上了
炭。随后，又忙着给小鸡添加食料和
水，观察小鸡的状态。

说起吴莲秀，大伙儿都伸出大拇

指。吴莲秀全家5口人，丈夫袁永胜
在外务工，儿子在外求学，已是耄耋
之年的公公中风在床，女儿患有智力
和肢体残疾，两人的生活不能自理。
吴莲秀一直都想着能做些什么，分担
丈夫的重担，摆脱生活的困境。

2017年，吴莲秀决定开始养鸡。
在家人和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起初
的养鸡规模就达到了1万只。在农

村，养鸡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如此大
规模养鸡并不多见。究竟能不能干
好，吴莲秀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这几年，扶贫工作队为吴莲秀联系
了鸡苗供应商，供应商提供固定的跟踪技
术指导，娘家人也经常向她传授养殖经
验，吴莲秀近几年的养鸡之路倒也顺风
顺水。平日里，她没事就到鸡舍去查看，
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在驻村
单位和村“两委”的大力帮扶，吴莲秀更
加坚定了信心。今年，她申请了5万元的
无息贷款，计划下半年再盖一间鸡舍。

如今，吴莲秀的养鸡事业已步入
正轨，每年都要出4、5批鸡，仅养鸡这
项，每年收入就在3万元左右。可她
并不满足，她还想着可以带动村里其
他贫困户一起养鸡，共同脱贫致富。

挪穷窝
住新房

8日，通城县四庄乡华家村桂香
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环境干净
整洁，设施配套齐全。

为了偏远贫困户住有所居、居
有所安 ，从 2016 年开始，四庄乡积
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因地制
宜先后建起桂香苑、莲香居、竹翠里
等7处搬迁安 置点，让263户贫困户
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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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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预报：15日受中低层切变和西南急流影响，有一次较强降水过程，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16～17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多云有阵雨。15日：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1～2级，20～25℃；16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20～28℃；17日：多云有阵雨，偏北风1～2级，21～28℃。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马
映报道：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墙面牛
皮癣、消灭卫生死角……连日来，嘉鱼
县新街镇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热
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该镇正在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坚整治行动。

在整治过程中，该镇以高速、国道
和县镇村主干道公路沿线，长江、西凉
湖、马鞍河、幸福河等河湖库水体沿
线，口子村、进出口等主要节点沿线，
村庄沿线，采取清理存量垃圾、拆除破

旧房屋、改造房屋立面、种树造林绿
化、建污水处理设施等“五治”并举的
手段进行。

该镇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充分调
动群众参与积极性。通过村内广播、微
信工作群等方式对环境整治工作进行
广泛宣传，引导广大群众深入了解整治
内容、关心整治进度、融入整治环节，不
断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现在，
村民们都自觉清理房前屋后，做到自
家垃圾“日产日清”。

自4月1日以来，该镇共改造墙面
及门面1029户，拆除破损房屋及鱼棚
181户，清理垃圾110吨，完成户厕改造
800户，兴建公厕3座，铺设污水管网1.3
公里，完成长江沿岸造林3900多亩。

同时，该镇在改善人居环境工作
中积极构建长效机制，坚持规划引领、
远近结合、统筹布局，实现环境卫生精
细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对工作落
实情况进行一周一督办、一周一检查、
一周一通报，对工作不力、推进成效不

明显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限期整
改，并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纳入
年底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工作开
展积极、成效明显的村（社区）采取以
奖代补的形式，予以资金奖励。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全镇上下将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
源，顺民心，应民意，全力打造‘生产
美、生活美、生态美’的新街。 ”该镇党
委书记陈刚说。

产业美 生活美 环境美

嘉鱼新街镇开启“美颜”模式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
员陆承雄、黄海波报道：记者从
赤壁土地储备交易中心获悉：7
日，赤壁市对3宗地块进行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其中1
宗地块经过22轮竞价，最终以
每亩525.78万元、总价1540万
元成交，创该市国有土地每亩
单价拍卖新高。

此次成功拍卖的土地为p
（2019）04至06号地块，其中p
（2019）05号地块，位于赤壁市
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赤壁
大道与体育路交叉口西南侧），
地块面积1952.67平方米（折合
2.93亩）。商住用地，容积率<
3.5。该地块拍卖底价为人民币

879万元（300万元/亩），经22
轮竟价，此次拍卖成交价为
1540万元(525.78万元/亩），由
湖北博伟置业有限公司竞得。

近年来，赤壁市加大招商
力度，做大土地招商市场，搭建
赤壁市与广大投资商沟通、交
流平台，加深投资人对赤壁市
土地市场投资价值的认识，吸
引了来自碧桂园、富力地产、浩
创集团、秀兰集团等全国各地
20余家地产企业和多家主流媒
体参加，其中碧桂园、秀兰集团
已落户赤壁，富力地产、浩创地
产等多家企业签订了意向协
议，截至2018年底，赤壁市地产
签约投资金额8.76亿元。

赤壁市国有土地拍卖创新高

每亩单价525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周
莹、通讯员陈先姬报道：10日，
市妇幼保健院在市司法局开展
关爱女性健康知识讲座，该局
40多名女同志参加讲座。

讲座中，市妇幼保健院妇
产科主治医生程珍红和妇产科
副主任叶青为大家授课。两位
专家凭着多年丰富的妇产科临
床经验与对广大妇女健康的关
爱，以生动的案例，结合临床实
际，从如何发现宫颈癌、乳腺
癌、盆底功能障碍，到如何预防
与治疗及实用养生保健方法技
巧等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讲座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深深
吸引了在场的女同志。讲座结
束后，医生现场接受了在场女
同志的咨询，对女同志们提出
的问题作了耐心仔细的解答。

据市妇幼保健院负责人介
绍，自去年4月份开始，该院每
月组织“关爱妇女 防治两癌”宣
传讲座进单位和社区的活动。
此活动受到了广大女同志的热
烈欢迎和一致好评。医院专家
走进单位开展健康讲座，丰富
了妇女健康保健知识，提高了
女性自我保健意识。

市妇幼进机关办讲座

增强女性自我保健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邵文菲报
道：5月9日，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咸安区官埠桥镇举办

“我为官埠高质量发展奋楫扬
帆”主题演讲比赛，来自机关党
支部、青年人才党支部和各村
党支部的共17名选手参加。

据悉，此次演讲比赛的参
赛选手，除了镇机关的年轻干
部，还有回乡创业的青年人才，
及投身于基层工作的年轻村干
部。经过两个小时紧张激烈的
角逐，比赛评出了各类奖项。

来自机关党支部王勤耕获一等
奖，张练、沈希等获二等奖，邵
文菲、曾翩、黄可获三等奖。

“本次演讲活动让我们发
现了许多正能量的优秀青年，
大家都将自己的实际工作融入
到了演讲中，让我们看到了青
年一代的理想和担当。”镇党委
委员、团委书记陈莹说，希望演
讲比赛能更加坚定该镇广大青
年以青春名义、为时代奋斗的
信心，为官埠生态新区发展新
征程不断添砖加瓦的决心。

咸安区官埠桥镇

举办青年演讲比赛

为体现“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11日，咸宁友谊
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银泉社区鄂棉小区，开展“慰问
演出”活动。志愿者们载歌载舞，为小区的居民们献上一台联欢会。
演出结束后，志愿者们走访小区内的老党员、老退伍军人、孤寡老人
及留守儿童，送上一些生活物资，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刘洁 摄

14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了解到，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我
市降雨会比常年明显偏多，发生持续
性强降雨的可能性极大，梅雨期的雨
量和强度均会超过常年，基本可以预
判今年是大雨年、大汛年。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式，我市将如何
应对，确保安全度汛？记者采访了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总降水与历
史同期相比，降水量偏少1至2成，咸
安、崇阳、通城、通山偏少1成左右，赤
壁、嘉鱼偏少2成。其中4月全市降水
明显偏少，与历史同期相比偏少2至5
成。预计6至8月主汛期，长江流域降
水大部偏多，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水
的概率高，发生区域性洪涝的可能性
大。目前，我市水情总体平稳。

眼下，我市已进入汛期，市防汛指
挥机构已调整到位，各地要完善在建水
利水电工程防汛责任体系，逐个落实水
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参建单位责任人，制
定各个环节工作责任清单，并落实到具
体单位和人员，确保度汛安全。在建水

库建设项目要落实水库大坝安全政府责
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水库管理单位责
任人。各地要按要求理顺指挥机制，形
成责任体系，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

根据当前实际，各地应突出抓好
中小河流防守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要全面排查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御
的薄弱堤段、薄弱环节，特别要注意做
好山洪灾害防御的教育宣传，完善人
员转移预案，开展群众逃生避险演练。

重点抓好沿湖排涝泵站的运行准
备工作。各类排涝泵站要维修保养，
备足备品配件，一旦达到起排水位，保
证能及时开机起排。

关键抓好沿江涵闸封闭度汛工作。
目前，随着长江水位上升，大部分涵闸已
关闭度汛，还有少量涵闸在抓紧抢排，要
密切关注内外水位变化，适时封闭度汛。

强力抓好高水位运行水库水位的
消落工作。对于目前正在溢洪的水
库，要加大检查督办力度，按照严禁超
汛限运行的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尽快
消落水位，以达到腾库迎汛的目的。

加大在建工程的度汛检查。要切
实落实应急度汛方案，加强防汛值守力
量，采取安全度汛措施，坚决克服各种麻
痹思想，该停工度汛的一定要落实到位，
以最有力的措施确保度汛的安全。

同时，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各地
应密切关注水雨工情，加强会商研判，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抗灾减灾。突出抓
好病险水库和湖泊的调度管理，完善
水库调度运行计划，加强汛限水位监
督管理，督促严格执行调度指令，确保
安全度汛。病险水库和大塘应控制水
位运行，必要时空库度汛。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
讯员朱芳芳报道：5月14日下
午，“弘扬家国情 礼赞新时代”
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在市委党校
主体班举行。市委党校主体班
全体学员参加本次诵读活动。

诵读会上，党校主体班学
员们分别诵读《你们必须完成
你们这一代的责任》、《永远的
九岁—写给小萝卜头》、《我爱
你，我的祖国》、《夏明翰的三封
家书》等红色经典，学员们饱含
激情，满怀敬仰，通过对红色经

典作品的倾情演绎，回首激情
燃烧的光荣岁月，缅怀革命先
驱不朽足迹，展望新时代新征
程的责任使命，感受砥砺奋进
的强大动力。

整场活动气氛庄严而热
烈。学员们普遍认为，红色经
典诵读蕴含共产党人的初心，
通过艺术化的形式深情表达对
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诠释
着革命精神，通过红色经典诵
读活动，真真切切地上了一堂
新颖别致、生动感人的党课。

市委党校主体班

开展红色经典诵读活动

挖机在清理渠道

今年防汛抗旱怎么干？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敖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