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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不幸染上股骨坏死，无力从事重体力
劳动，但是他不等不靠，在驻村单位的帮
扶下，不仅将粮食酒生产作坊发展得红红
火火，还吸纳带动了两名贫困户就业，为
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就是李
开华。

李开华是官塘驿镇丰乐畈村贫困
户。2009年，爱人患尿毒症去世；2013
年，他患上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病，为三级
肢体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纳入
农村低保。每年3000元左右的医药费，

还要供女儿求学，虽然生活负担较重，但
他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自立更生，创办
粮食酒生产作坊增收致富。

在农村，粮食酒因其香气浓郁，甘甜
味美，酒味醇厚，深受喜爱。看到粮食酒
市场前景还不错，李开华寻思着扩大规
模，但苦于资金短缺，让他陷入了困境。

好在驻村单位在得知情况后给予了
李开华大力支持，为他解燃眉之急，也坚
定了他继续从事粮食酒生产的信心。
2017 年，李开华的酒作坊年产粮食酒

18000斤，年收入3万元。当年，他就成
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作坊规模扩大后，随之面临的一个问
题引起了李开华的注意。原来，在2018
年以前，李开华作坊的酒糟基本上半卖半
送，给别人喂鱼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了解到贫困户发展家禽养殖还可以享受
政策补贴，李开华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养猪。每年生产粮食酒后剩下的酒糟用
来养猪，既让酒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又
节约了牲猪喂养成本，还能增加家庭收

入。
李开华的粮食生产作坊和牲猪喂养

都需要人手帮忙，而他由于身体原因，无
法从事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他立刻聘
请了两位贫困户当帮手，既帮了自己，也
帮了他人。

这几年，在驻村单位和村“两委”的大
力帮扶下，李开华的粮食酒加工和牲猪喂
养事业发展得越发红火，但他并不满足，
计划下一步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吸纳更多
的贫困户就业。

李开华：身残志坚的脱贫之星
通讯员 马俊 袁俊

全国城市信用排名

赤壁位居第四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张燕燕报道：5月16日，全国城

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第三期数据显示：赤壁市综合信用指
数为83.5，在全国375个县级市城市中排名第四。

近年来，赤壁市高度重视政务诚信建设，不断强化政府
采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招标投标、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债
务及街道乡镇等领域诚信建设；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开展政
务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对在运营黑名
单、重点关注名单主体实现全覆盖治理；着力推进以信用为
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建设，建立投资项目建设实行“先
建后验”承诺制，为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信用支撑。

据悉，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主要监测全国375个县
级市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四类行为主体在政
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方面的信用信息。

普及桨板救援
守护和谐平安

5月18日，赤壁市文化和旅游局、应
急管理局等单位在陆水湖联合开展桨板
救援救生知识普及活动。

湖北桨板联盟和武汉长江救援志愿
队、赤壁市水上义务救援志愿队共同进
行了水域安全评估、水上遇险应急处理、
急救技巧和桨板救援技能等方面知识的
普及，并协助现场市民进行了桨板体验
活动。

通讯员 张升明 摄

赤壁危改办

安全住房全覆盖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王怀林报道：5月20日，赤壁

市危改办全面开展全市农村危改数据精准摸底，对各乡镇
上报危改数据进行核查，确保应报尽报，杜绝漏报瞒报，切
实让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到点。

农村危房改造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是落实“三保
障”要求，解决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的重要途径。据赤壁市
危改办数据显示，该市农村现有四类重点危改对象719户，
非四类贫困户危改对象199户。为了解决这些贫困家庭的
建房难题，该办摸底核查紧盯全市脱贫摘帽目标任务，将危
房改造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开展网式
排查，确保全面完成农村安全住房全覆盖目标，切实提升贫
困人口生活保障。

赤壁水利和湖泊局

修复陆水北干渠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宋必胜报道：近日，赤壁市水

利和湖泊局组织人员，对陆水北干渠渠道进行全面整修，确
保渠道汛期安全度汛、灌溉期安全灌溉，做到渠道不溃口、
不垮渠，泄洪闸启闭自如。

陆水北干渠渠道全长69公里，担负着陆水湖、赤马港两
个办事处和中伙、神山两个乡镇的农田抗旱任务。为积极落实
渠道管理任务，开年以来，陆水北干渠管理处组织管理人员对整
个北干渠管理范围内6处渡槽，4处倒虹管，3处隧洞，24处泄洪
闸及渠道等开展了汛前徒步安全大检查，发现了多处安全隐患。

该管理处积极应对，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修
复。共计完成渠道清理5.1km，筑填、封堵3处漏洞，修复
山体滑坡1处，渠道内坡塌陷2处，一字墙垮塌多处，并对
先锋闸旁违章建筑予以拆除，对沿渠所有安全警示标志和
安全警示牌用红油漆全部刷新。

赤壁税务局

降费宣传面对面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企业是社保费率降低的直

接受益者。社保费少缴了，有利于企业轻装前行。”5月1日
起，超大规模社保降费启动，我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由19%降至16%。上门辅导的税务干部帮助
上海优尔蓝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赤壁分公司算了一笔

“社保降费账”，该公司全年预计可少缴社保费12万元。
为确保全市降低社保费政策平稳落地，赤壁市税务局

从缴费人角度出发，切实加强部门协作、宣传培训、优化服
务等工作，让缴费人既感受国家降低社保费率的好政策，也
体验新税务的新作为。该局坚持税费同步宣传辅导，将社
保费政策宣传辅导纳入统一培训，对全市缴费人进行了“全
覆盖”的政策宣传；对重点单位采取“面对面”个性化辅导，
为缴费人享受政策红利提供更多便利。

和尚岭社区

街巷巡查解民忧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刚报道：4月15日，赤壁市

和尚岭社区小猪巷突发自来水管破裂，导致路面破损积
水。社区街巷巡查工作队巡查发现后，立马向赤壁市数字
化城市管理监督平台报送信息，市自来水公司根据平台指
令第一时间组织抢修，前后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为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赤壁市整合城市数字
化管理平台功能，建立市民下单、平台派单、单位接单、信息
员跟单的街巷巡查工作全链条跟踪销号机制。和尚岭社区
是该市首批开展街巷巡查的试点社区。一个月来，社区工
作人员下沉到各街巷小区，开展“走街巷连民心”巡查，发现
问题线索94条，现场处置36条，通过平台“派单”解决15
条，未能及时处置解决的，列入后阶段工作重点。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
道：近日，在赤壁市中医医院外
科病人吕女士儿子漆吕盟在医
院电梯里拾获一个钱包，第一时
间将钱包交给外科护士长，后经
门诊、住院各科室的医护人员逐
一询问，终于找到失主熊长生老
人。

熊长生是该院骨伤科患者，
看到失而复得的近3千元钱，激
动万分，连声道谢，几次要拿出数
百元钱感谢，但漆吕盟都予以拒
绝，说自己捡到钱包归还失主是

应该的。
“类似这些感人的事迹在我

们医院常常发生。”客服部主任汪
芳说：“经常有患者不慎将手机、
项链、钱包等财物遗落在候诊椅
上、检查台上、病床上或卫生间
里，但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
家属拾到后，找不到失主的，都会
第一时间把财物交到客服部，请
我们帮助找到失主。这些拾金不
昧的事迹，展现的是个人的高尚
品质，彰显的整个社会公德的回
归。”

近日，赤壁市东柳村小龙虾养殖户陆华礼在收获小龙虾。
据了解，她家去年养殖小龙虾15亩，纯收入6.3万元，今年已扩展
到50多亩，预计年收入20万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小龙虾养殖助致富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中伙铺镇

项目集群助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报道：近日，占地11.5亩的兴

万家环保材料项目一期建成投产，为中伙铺镇洪水铺村困
难户解决了十余个劳动就业岗位。

始建于1983年的中伙铺镇洪水铺村砖厂曾是当地经
济支柱，后因种种因素，于2012年完全停止生产后废弃，
2018年爆破拆除后留下100多亩闲置土地。如何让这块
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废地”变废为宝，该村没少花心思。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该村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兴
万家环保材料项目来此地洽谈合作。下一步，兴万家环保
材料项目将投产4条生产线，届时可带动将近100人就业。

据了解，中伙铺镇正在董家岭、罗县村、李家岗村、洪水
铺村、杨家岭村打造“一道一路三园三区”乡村振兴项目集
群，该项目集群将让更多的村集体资产活起来。

文化，是发展的血脉。文化，是幸福
的源泉。

近年来，赤壁市坚持“文化兴市”战
略，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着力
点，使“赤壁故事”更加生动精彩，“赤壁声
音”更加清晰嘹亮。为推进转型升级绿色
崛起、为争当县域发展排头兵、开创强而
优中等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文化力量。

请进来 传道解惑促提升

“聆听这样高水平的讲解和点评，让
我感受到自身在书法创作上存在的不足，
对我进一步学习传统文化、挖掘宣传赤壁
文化提振了信心，增强了动力。”4月12
日，全国著名书法家栾金广先生以《当代
书法与国展的关系》为题，在赤壁市图书
馆进行书法艺术讲座并现场对书法爱好
者提供的46幅作品进行精彩点评，与会
代表秦先生感觉受益匪浅。

文化，需要交流；思想，需要碰撞。在
文化进步过程中，赤壁市请进来一些行业
领头雁，进行帮、传、带，形成文化氛围。

2018年，市文联多次邀请国家级、省级作
家诗人，如《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高
伟，《诗刊》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谢建平，省
文联、省作协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梁必
文等来赤壁现场授课。同时，对本地创作
的文艺作品进行会诊，带动地方文化的输
出和引进，形成正循环。

通过经常性开展此类活动，传道授业
解惑，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
强文化强市建设，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为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提供强
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沉下去 依托底蕴创佳作

放歌家乡，唱红时代。在赤壁市每次
大型活动、重大会议开幕前，由赤壁作家
作词、音乐家谱曲的作品《赤壁青砖茶》、
《羊楼洞·我为你歌唱》、《悠悠赤壁凭东
风》、《陆水湖畔是我家》等一批挖掘赤壁
本土文化、反映赤壁茶叶之乡、歌颂人民
生产生活的音乐作品被人们传唱着。

近年来，赤壁市文联组织发动作协团
队中的诗人作家组成“红色文艺轻骑兵”
先后赴羊楼洞、普安村等地采风，推出了
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仅2018年在国家
省市各级报刊和网媒发表小说诗歌散文
等作品达到千余篇（首），其中获各项奖项

的作者作品达15人次，如马景良诗集《脊
梁》入选《中华文学》获最佳图书奖，雷该
翔诗歌《豌豆花开》获第二届中国乡土田
园诗歌奖金奖，田华清剧本《青春的歌》获
咸宁市第十一届美育节一等奖。较有影
响的作品有罗胸怀的长篇报告《山河在
上》，获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选题项目，
刊登于《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龚卫
民、龙鸣、刘国秀、程向阳等诗作入选《诗
刊》；张升明、魏柏林的小说《鳜鱼》、《小酒
馆》入选湖北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小小说
选。宋重庆山水画作品《山村饮烟》入选

“生态龙岩·红色闽西——中国画作品
展”,这是他第三次入选国家级展览。

据了解，经过多年努力，赤壁市文联
已组建有15个文学艺术社团，在服务全
市文化艺术事业中，一直孜孜不倦地创作
创新，为全市带来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
文化活动。赤壁市文联也始终坚持不懈
地加强各文艺家协会、学会、文艺性民非
企业和文学社团的管理，让这些团体之间
既团结一致、精诚合作，又相互学习、相互
进步，并散发无穷活力。

送出去 文化阳光洒城乡

2月16日，赤壁市融媒体中心、文联
音乐家协会、朗诵家协会、初心合唱团及

部分文艺志愿者在夏龙铺社区拍摄的快
闪节目《我和我的祖国》，一举登上“学习
强国”平台，这是赤壁文艺水平的一次完
美体现。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让优
质文化资源主动流向服务的“洼”地，3月
18日，一道道精彩的文化大餐由文化志
愿者送到车埠镇芙蓉村；3月29日，余家
桥乡《桃夭·乡愁》经典诵读快闪荣登学习
强国……

据统计，2019年以来，赤壁市扎实开
展各类文化下乡活动，掀起了文化下乡活
动的新高潮。组织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
演出近50场次，受众达3万人次。持续
举办各类乡镇广场文艺展演、少儿才艺大
展演、国土日、禁毒日、护士节、教师节慰
问演出等专场文艺活动10余场，让广大
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免费享受文化大餐。

如今走在赤壁城乡，一股股浓郁的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文化广场上，文艺演出
轮番登场，精彩连连；社区活动中心，书画
爱好者挥毫泼墨，抒发豪情；图书馆、农家
书屋里，人们惬意阅读，争相汲取文化营
养……

繁花开处满眼春。坚定文化自信，让
文化无声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也让赤壁
这座古城焕发出无穷魅力……

拾金不昧品德高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贴近时代与人民的赤壁文艺
通讯员 聂爱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