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殖放流
30日，市水产局(渔政局)在位于嘉

鱼县官桥镇阴山村地段的西凉湖湖畔
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当日，投
放“四大家鱼”等7个品种鱼苗，价值20
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邓文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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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天气预报：31～6月2日高空环流平直，多云到阴天，有时有短时小雨。具体预报如下：31日：多云到阴天，局部短时阵雨；偏北风1～2级，18～28℃；6月1日：多云到阴天，局部短时阵雨，偏北风1～2级，20～28℃；2日：多云到阴天，偏北风1～2级，21～31℃。今天相对湿度：60～90%

服务热线： 56896

通山独臂老人6000斤大五星枇杷滞销

期待爱心人士前往采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通讯员 郑梦溪

5月28日，在通山县通羊镇滨河路
福源粮油贸易公司加工厂内，夏日生正
在查看大米质量和生产状况。

夏日生是一名退役军人，今年47
岁，1992年12月应征入伍，在部队三年
服役期间，凭借出色的表现，连续获得
六个优秀士兵荣誉称号。退役后，夏日
生到县粮食局畈泥粮食公司担任副经
理，1999年，因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下岗。

“当时米厂亏损严重，我刚好有这
方面经验，就过来帮忙了。”夏日生说。
2000年通山民政福利米厂人手稀缺，
只能请临时工帮忙，但因临时工对技
术、业务不熟，导致大米品质不高，市场

销量下降，造成不少损失。
夏日生到米厂上班后，主动与他人

沟通交流、进行技术指导，不仅提升了
大米品质、拓宽了销路，而且还节约了
生产成本，每年为米厂省下20多万元
的开支。

2001年，当地发生旱灾，政府决定
免费发放大米救灾，经初步估计，共需
70万斤大米。而当时基本上没有多少
库存，加上机器生产效率不高，一天24
小时生产最多也只能产8吨米。

救灾如救火。夏日生直接住在厂
房，24小时生产，累了就躺在米堆里睡一
下，饿了忍忍，每天只吃两餐，挤出更多

的时间生产。“想到还有许多老百姓没饭
吃，我睡不着、吃不下。”夏日生说。

通过近50天没日没夜的工作，70
万斤大米成功产出，解决了群众的吃饭
问题。

“他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工人梅
耀国说。

2002年，因种种原因，米厂面临倒
闭，工友们都为生计而发愁，夏日生四
处借款，将米厂接办下来，大家松开了
紧皱的眉头。“都靠这份工作来养家，我
必须站出来！”夏日生说。

“困难肯定有，但不管怎样都要坚
持下去。”夏日生说，2011年粮价波动，

厂里的大米很难卖，一度积压了200多
万斤粮食。天天有人上门催债，夏日生
甚至想放弃，但一想到厂里的工人们，
他选择了坚持。

夏日生借钱买了三辆农运车，带队
将囤积的粮食卖往外地，再采购回本地
缺少的粮食品种，并四处跑市场、拉业
务。“经常半夜两三点才能回家，那段时
间大家都特别辛苦。”夏日生的妻子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不断努力，
他们成功度过了难关。如今，公司不断
发展壮大，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
20余人就业增收。

夏日生每年还为红十字会进行捐
赠，主动包保两户贫困户。他希望能扩
大公司规模，帮助更多的人，为社会献
出绵薄之力。

通山县退役军人夏日生

人生价值在拼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退役军人风采
咸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葛春璐报道：5月20日，通城
县科（局）级干部培训班在县委
党校正式开班，来自全县各乡
镇、县直部门的60名科（局）级
干部在这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
培训。

这是通城县委党校顺利实
现搬迁以来举办的第一期干部
培训班。通城县委党校迁建工
程是县级重点项目，选址于原
锦山中学校园，位于通城县规

划道路菖蒲路以北，菖蒲港河
以南，菖蒲港大桥以东，规划用
地面积约43亩。

该项目总投资 3940 万余
元，总建筑面积约6665平方米，
绿化面积占40.6%，标准停车位
80个。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楼、
多功能报告厅、学员宿舍2栋、学
员食堂、文体活动场地及校园道
路、围墙、绿地和公用场地等。
项目主体工程今年3月竣工，并
于4月28日实现了整体搬迁。

通城县委党校搬迁

新校区正式启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旻媛报
道：巾帼心向党·礼赞新中国，5
月27日上午，全市妇联系统在
咸宁市生态环境局启动“红色
菜篮子”宣讲工程。

活动中，咸宁军分区干休
所护士乔凤分享了唐光友司令
员的故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
省三八红旗手、崇阳县白霓镇
大市村村党支部书记程桔以
《希望的田野 无悔的青春》为
题，分享了她扎根农村的心路
历程和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的
故事；市三八红旗手、市生态环
境局污染防治与总量控制科副

科长丁文慧分享了环保人积极
投身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故事。

今年，市妇联将以红色菜
篮子为载体，组建由市县乡村
四级妇联主席、妇联执委，全
国、省、市“两会”代表，各级三
八红旗手、最美家庭等优秀妇
女代表组成的“红色娘子军”宣
讲队，面向妇女群众宣讲党的
形势政策、宣讲优秀妇女的先
进事迹、宣讲基层女性干部群
众的故事，通过宣讲激活妇女
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她
能量”，汇聚起妇女群众巾帼心
向党的坚定信念。

全市妇联系统

启动“红色菜篮子”宣讲工程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
道：25至26日，联投梓山湖生
态新城投资有限公司邀请省红
十字会的专家，对新城公司员
工、入驻企业代表进行应急救
护课程培训，普及自救互救、应
急避险等知识技能。

据悉，梓山湖新城作为大
健康产业示范区以来，以康养、
文旅、科教为产业发展定位，近
年来产城融合不断深入，宜居
宜业宜游、健康休闲养生的格
局正在成型。

应急救护培训课程由省红
十字会安排专业的应急救护培
训师授课，课程为两天 16 学
时。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
理论和操作、创伤救护理论和
操作、意外伤害现场救护等。
培训现场，老师通过图文展示、
现场演示等形式，围绕救护理
论、心肺复苏的现场应对等专
业知识进行了系统培训。

此次培训旨在提升新城内
员工的应急救护能力，服务于
新城“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

联投梓山湖新城

开展急救健康培训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梅皇
荣报道:“县纪委监委和县委组织部将
严格按照问责有关程序，对发现掌握的
不担当、不作为突出问题，进行认真调
查核实，视情节轻重，将严肃给予组织
处理或纪律处分……”近日，嘉鱼县在
全县印发《2019年干部不担当不作为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集中力量专
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

据介绍，作为今年“作风效能建设
年”工作内容之一，此次专项整治坚持

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围绕五个方面存在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进行，即在坚定不移
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缺乏担当勇气、
不敢啃硬骨头，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
的；在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民
营经济、科学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
不主动作为、有效履职，导致工作进展
缓慢或问题频发的；在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方面研究不深、部署不够、
把关不严、督察不力的；在坚定不移保
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把个人利益摆在党

和人民事业之上，漠视群众、漠视民生，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为官不为的；在坚
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作风建设
方面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执行上
级要求上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

“要把集中整治不担当不作为和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当前的重要
政治任务，紧盯‘关键少数’，坚持标本
兼治，下狠功夫、用硬措施、扎实推进。”
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对发

现典型问题及时通报曝光，严肃给予组
织处理或纪律处分，确保专项整治工作
不留死角、不打折扣、不走过场、落到实
处。

今年以来，嘉鱼陆续开展了大调
研、大创建、大评议、大整改、大督查活
动，多举措、大力度推进“作风效能建设
年”活动。截止5月，该县已开展作风问
题明察暗访20余次，印发通报8期，曝
光典型问题156个，追责问责41人，干
部作风为之一新，工作效能明显提升。

不留死角 不打折扣 不走过场

嘉鱼专项整治“不担当不作为”

湖北省妇联、湖北省浙江温州商会妇联来咸

向环卫工人捐赠衣物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罗玲、廖珣报道：5月30日
上午，一辆满载爱心衣物的车
辆驶入市人民广场，湖北省妇
联、湖北省浙江温州商会妇联
向咸宁环卫工人捐赠衣物仪式
在此举行。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张方胜参加活动。

据了解，湖北省浙江温州
商会妇联成立一年多以来，在
省妇联和商会的指导下，组织
开展了“慈善一日捐”等公益活
动，以实际行动帮助困难群体
渡过难关。今年3月8日，该商
会妇联基金会成立，将通过筹
募慈善基金，开展安老、扶幼、
助孤、帮残、助学、济困等社会

救助。
活动中，湖北省浙江温州

商会妇联向市区环卫工人捐赠
了1000件衣服、400双鞋子，表
达了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关爱，
用行动向全社会发出了尊重环
卫工人、尊重劳动的正能量声
音。

张方胜说，奋斗在一线的
环卫工人舍小家顾大家，为咸
宁环境卫生的美化洁净做出了
贡献，感谢环卫工人的辛勤付
出。同时，对省妇联、湖北省浙
江温州商会及企业家长期以来
对咸宁的关心表示感谢，欢迎
企业家们来咸宁这座美丽的城
市观光、兴业。

又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当我们坐
在家中，品尝着从超市买回的枇杷时，
有一位残臂老人正为自家枇杷的销路
而发愁。

29日，记者来到通山县大畈镇白
泥村留驾山，一位老人正在门前徘徊。
远看，他那瘦弱的身躯和残缺的左手格
外引人注意，近看，紧锁的眉头让他脸
上的皱纹更加明显，满头白发的他看上
去比同龄人更加苍老，让人不由心生怜
意。

这位眉头紧锁的老人叫王能望，今
年61岁了，早年间家里经济条件特别
差，为了赚钱缓解生活压力，冒险从事
炸石头的高危行业。在一次工作中，不
慎将左手前臂炸断，从此无法从事重活
累活，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虽然失去了左前臂，但生性坚强的
王能望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他四处
找活干，尽自己最大努力养家。2013
年，看着家乡枇杷发展越来越好，他也
开始种植，默默地坚持到现在，从没一
句怨言。

王能望家中共种有30亩大五星枇
杷，今年雨水较足，枇杷长势特别好，总
共能产6000斤左右的枇杷，是个丰收
之年。

本该为丰收而喜悦的王能望为何
却犯起了愁呢？

“枇杷卖不出去，每天急得睡不

着。”王能望说，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务
工，家中枇杷全靠他和妻子两个人打
理，因为年纪较大，采摘枇杷外出售卖
比较困难，游客上门采摘是他们最主要
的售卖方式。但今年因雨天较多，枇杷
成熟期推后，前来采摘的游客较少，再
加上自身人脉关系较窄，销路不宽，造
成滞销。如何将枇杷售出便成了他们
的难题。

诉说完心中难题后，王能望带着记
者前往枇杷基地。

来到枇杷基地，成片成片的枇杷树
布满整个山丘，每棵枇杷树上都挂满了
一个个纸袋子。

“用袋子把枇杷装起来，能够防鸟
啄，防开裂，能够提升枇杷的品质。”王
能望说，为了让枇杷的口感好、水分多，
让游客吃得开心，他和妻子顶着烈日，
一棵树一棵树、一串果子一串果子地包
起来。

望着漫山遍野密密麻麻的袋子，实
在无法想象他们在太阳底下暴晒了多

久才完成。
“我们从来不洒农药。”王能望说，

他经常一大清早就起来除草、平整土
地，既能方便游客采摘，又能减少杂草
对枇杷的影响，让枇杷变得更加香甜。

说完，王能望摘下一颗枇杷让记者
品尝，剥开皮，双指轻轻的按压，果汁不
停溢出，将其放入口中，厚实的果肉香
甜，让人回味无穷……

“拜托你们了……”临走之际，王能
望紧紧地握住了记者的手。

车渐行渐远，后视镜中的村庄越来
越模糊，但王能望顶着烈日套袋子、单
手挥着锄头除草的样子却在脑海挥之
不去。

对于王能望这名残臂老农来说，枇
杷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收入，是一家人赖
以生存的必需品，他为枇杷付出了许多
心血，如今枇杷一颗接着一颗地烂去，
他生活的希望也一点一点被磨灭。在
此，希望社会上的爱心人士，抽出一点
点空余时间，去体验采摘枇杷的乐趣，
帮帮这位残臂老农，用你们的爱心之
火，点燃这位老人生活的希望。

枇杷园位于通山县大畈镇白泥村
留驾山（核电站前方100米三岔路口
处 ），王 能 望 老 人 的 电 话 是
18371537048，入园采摘可以免费吃，
带回探望亲戚朋友15元/斤，量多者还
有优惠。

市中心医院造福不孕不育患者

夫精人工授精技术通过复审
本报讯 记住王莉敏、通讯

员沈隽宁报道：5月29日，由省
卫健委组织的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专家组，对市中心医院生殖中
心夫精人工授精技术（AIH）进
行复审。并现场宣布通过复审。

复审中，专家组认真听取该
院相关工作报告，然后前往生殖
中心实验室、手术室及门诊等进
行现场考察，对辅助生殖技术试
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
查。经过现场严格评审后，专家
组一致认为，市中心医院生殖中
心工作规范严谨、制度完善，夫
精人工授精技术完全符合要
求。这意味着，市中心医院生殖

中心夫精人工授精技术即日起
正式投入运行。

作为鄂南地区唯一一家国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中心
医院是咸宁市唯一一家准予开
展此项技术项目的医院。自
2018年3月获批试运行夫精人
工授精技术以来，已为52对不
孕症患者实行治疗。目前，生
殖中心正在进行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技术（试管婴儿技术）项
目的全面筹备，从场地、设备、
人员配备和技术等方面进行精
心准备，为将来开展“试管婴
儿”技术打下扎实的基础，更好
地造福不孕不育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