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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水时评

十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句话
成了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在脱贫攻坚、污
染治理、乡村振兴等重大战役一线
奋发有为。

笔者在上期时评中提到“不
少驻村工作队、驻村干部已经得
了懒散症、论功症”，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句话来分析，出
现笔者所言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
我们部分党员干部对初心淡化
了，为群众考虑的少了，为自己考
虑的多了。

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
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于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提
出“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

守初心，是根治我们党员干部
作风懒散、脱离群众的妙方。守初
心，就是要求我们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守初心，我
们要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
线，时刻铭记自己是群众的一份
子，办好群众的事，就是办好自家
的事。

不少党员干部觉得初心离自
己很远，那是因为自己脱离了群
众。不少党员干部觉得初心无处
着力，那是因为自己没有给群众多
办实事好事，并在此过程中深刻理
解初心的含义。

饮水思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西于都考察时强调，要好好回报人
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吾日三省，
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了吗？我们
这个月给他们办过什么好事吗？
他们反映的诉求得到解决了吗？

当前，崇阳已经实现脱贫摘
帽，离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仅有一步
之近。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淡
忘了初心，更不能片面的觉得群众
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实现崇阳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的重要途径，在高质
量发展的快车道上，还有不少拦
路虎，我们要守住初心，心怀群众
办好事关崇阳发展、百姓生活的
大小事。

党员干部要守初心
○ 吴荣

近年来，崇阳县桂花泉镇积极利
用楠竹、雷竹“两竹”优势，将“竹”文
章和美丽乡村建设紧密对接，重点
打造“竹文化特色小镇”，助力当地
乡村振兴。

该镇横山村村民余良贵十几岁
就跟着父辈们学竹编，这一编就编
了三十多年。一个月可以做三、四
十套，大约能赚4400元钱，其余时间
还可以务农。

都说“高手在民间”，这话是一点
儿都不假。一根小腿粗细的竹子，
经余良贵来回一摆弄，就变成了一
根根牙签粗细的篾丝。在老余手
上，篾丝犹如钢丝绳一般，又坚韧又
细软。

老余说，一根稍微粗一点的竹子
可以做三套筲箕，一套大概可以卖
110元钱。

其实，竹编手艺在当地传承了几
百年，90%以上人都会编筲箕，“横山
筲箕”曾是崇阳一绝。村民们只需
做好簸箕后，等人上门来买。但后
来，因为塑料制品的替代，到村子里
收货的人越来越少，价格也是越压
越低。

横山村是个183户人家的小村
庄，处在崇山峻岭间，村子里最多的
就是竹子。竹子多，会竹编手艺的
村民也不少。

自去年11月，横山村就业扶贫

工厂建成之后，村里拥有竹编手艺
的老乡，就开启了“边工边农”的新
生活。最近，大伙儿都挺忙，因为

“工厂”在赶一个大订单：县医院下
了700多套，大概2000多个筲箕，需
要一个月左右做完。

记者在村里采访的过程中，碰巧
遇到了一位前来下订单的客商。自
今年咸宁市委书记丁小强亲自为

“横山筲箕”做“代言”之后，“横山筲
箕”着实是火了一把，不少人会慕名
前来。村支书杨智鹏介绍，今年订
单已经有1000多套了，还有很多地
方单个发货的，这些都没算。簸箕

最远的卖到了广州、深圳。
如今除了传统筲箕，横山村还组

织村民学会了编花篮、果篮等工艺
品，猫窝、狗窝、菜篮子也是新推出
的商品，以此来提高竹编制品的观
赏性和实用性。

据介绍，桂花泉镇拥有竹林11
万亩，这11万亩的竹林中，大部分种
植的是可供竹编的楠竹，还有一部
分是产竹笋的雷竹。近年来，为了
盘活“两竹”，桂花泉镇没少下功夫。

跟随着村民们的脚步，记者来到
了桂花泉镇的桂花村。这里四周竹
林密布，在竹林间还分布着白墙、灰

瓦的古朴建筑。漫步竹林间，茶一
盏，书一卷，远离浮华，清静自在，是
很多人向往的生活。这样美好的生
活，在桂花村就可以实现。

崇阳县长富雷竹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蒋国庆对 记者说，这就是我们打
造的地球仓。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窗
帘一拉开，全部都是绿色风景。

蒋国庆是桂花泉镇雷竹种植大
户，他的合作社拥有雷竹种植面积
6000亩。6000亩的雷竹林，今年仅
靠卖雷竹笋，获得了1200万的效益。

一产种笋，二做冷链加工，三做
“竹”旅游。这是蒋国庆对合作社
6000亩竹林将来发展的一个全新规
划。而整个桂花泉镇，在今后也将
集中力量做“竹”文章，重点打造“竹
文化特色小镇”。

目前，依靠“两竹”产业，整个桂
花泉镇实现就业带动3000多人，占
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今后，“两
竹”产业升级打造，将重点在扩增种
植面积、延长深加工产业链以及“文
旅”上下功夫。

桂花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震
介绍说，目前雷竹小镇有一个接待
中心，一个百竹园，还有华中地区第
一个地球仓酒店，通过这些让游客
畅游竹海，乐享竹宴，乐用竹器，乐
居竹屋，感受竹文化，推动经济发
展，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

竹子编就幸福生活
全媒体记者 甘源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沚瞻
报道：5月30日，崇阳县领导程冰
野、王艳梅、何志强、蔡耀斌、谭正
林等率天城镇和县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到中立寄宿学校二期和崇
阳仁心精神病医院建设工地上调
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崇阳仁心精神病医院项目位
于天城镇香山村，目前，项目建筑
用地已基本平整完成。在听取项
目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后，程冰野、
王艳梅要求，建设方要在保证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施工速度；
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

项目把关、行业指导、资源整合、
协调服务等工作；要强化督办，加
快推进建设进度，争取项目早日
建成投入使用。

崇阳县中立寄宿学校二期项
目位于天城镇渣冲村，目前项目
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在详细了
解了项目建设情况后，程冰野、王
艳梅要求，建设方要科学规划、安
全施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相关
职能部门要做好项目协调工作，
抓好道路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
确保在今年9月1日之前招生，缓
解城区教育大班额状况。

县领导调研民生项目建设时要求

科学安全施工保进度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通讯
员杨昀琰报道：“老人家你现在家里还
有什么困难？现在经济来源是什么？
一年有多少收入？”……为了不占用白
天农忙的时间，5月28日晚间7点半，
崇阳县天城镇菖蒲片区人大代表小组
一行5人，来到鹿门铺村入户走访脱
贫户，并组织全村选民开展“湾子夜
话”，全覆盖了解是否真脱贫、脱真贫、
稳定脱贫及选区内群众所思所想、所
期所盼。

一进村，代表们就分成两个小组，
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驻村工作队员
的带领下，深入脱贫对象和选民家里，
聊家常，问情况，找问题。

“快请家里坐!”在鹿门铺村脱贫
对象陈林招家里，面对着人大代表、镇
纪委书记陈超的来访，他显得格外开
心。“感谢党和政府关怀，如今治病有
保障，孩子就学免学杂费，有生活补
贴，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也会继续努
力，再也不会让穷日子找上我。”在陈
超详细了解了他家目前“两不愁三保
障”落实情况后，他自信满满地说道。

“老人家，你家的吃水问题解决没
有？”“基本生活有保障了吗？”“低保补
助有多少？”在脱贫对象陈正良、汪国
珍家，陈超问得十分仔细，并与他们一
起算收入账，详细了解他们生产生活
方面的发展变化。

相同的情景也在该村选民陈细兵
家中上演，面对人大代表陈松高关于
驻村工作队和村支部“两委”工作作风
问询，这位66岁的老人红了眼眶，“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队驻村以来，
把我们村里当做了自己家，与村‘两委
’一起，修路、引水、增收入，村情村貌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亏了好政策和
好干部。”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十点，走
访结束后，代表们与全村村民围坐一

旁，夜话家常。
“大家不要拘谨，有什么问题畅所

欲言，只要是我们能帮助到的，我们就
会尽力去做。”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
打开了话匣子，代表们一边仔细听大
家的发言,一边认真记录,不时插话交
流讨论。一夜走访下来，代表们通过
听、看、闻的方式详细了解了鹿门铺村
当前脱贫攻坚情况及后续发展规划，
看到群众满意的笑容后,代表们在夜
色中安心返回县城。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陶然报
道：5月31日，省发展战略规划办
副主任徐新桥率队到崇阳县调研

“厕所革命”和乡村振兴工作，就
后期发展进行了现场策划指导。

在白霓镇石板街及大市村，徐
新桥一行踏古桥、进作坊、访农
户、走村湾、寻古道、看工匠，实地
探寻该县文化底蕴和村情村貌，
充分了解该县“厕所革命”和乡村
振兴工作开展情况。

徐新桥指出，推进“厕所革命”
工作是打响乡村振兴战略“第一
枪”，在推进工程中，要坚持立足
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导向，把统
筹谋划，将厕所革命与农村特色
古村落、特色小镇、旅游发展统
筹，做到外观协调、功能齐备、特
色鲜明；乡村振兴，关键靠产业，

产业发展不能停留在种植和销售
初级农产品层面，也不能完全靠
政府“输血式”扶持，必须大力发
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入或培育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和激发农户参与的积极
性，通过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
效益、反哺产业发展，促进产业良
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徐新桥要求，崇阳县在乡村振
兴战略崛起中，要充分发扬本土
文化优势，培育文化新风，把特色
文化做足做强做出本质；要牢固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正确处
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依托
特色、优势，务实扎实、认真抓产
业，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支撑。

省发展战略规划办领导来崇阳

为加快乡村振兴支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沚瞻
报道：5月29日，崇阳县妇联“红
色菜篮子”宣讲团到县实验二小
开展“情润童心·传爱启智”宣讲
活动。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县委
常委、副县长谭正林，县人大副主
任曾维艳，参加活动。

本次宣讲的主题是“巾帼心向
党·礼赞新中国”、“童心向党·礼
赞新中国”，活动为留守（困难）儿
童赠送了爱心书包等文具，为宣
讲员赠送“红色娘子军宣讲员”红
色背心。

自2017年妇联改革以来，该
县妇联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

众性为目标，不断深化巾帼宣讲
工作，把党的政策和声音传递到
妇女儿童当中。今年，妇联以

“红色菜篮子”为载体，组建了由
县乡村三级妇联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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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妇女儿童宣讲党的
形势政策、优秀妇女儿童先进事
迹、基层女性干部群众的故事，
通过宣讲激活妇女儿童社会参
与感，汇聚起妇女儿童群众“巾
帼心向党”和“童心向党”的坚定
信念。

县妇联红色宣讲进校园

人大代表夜访农家解民忧

人大代表在行动

建设美丽乡村
党建引领

建文化礼堂 办村庄史馆 兴村民乐园

崇阳大岭以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汪淑琴报

道：文化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能以其先导性、战略
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
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为推动乡村
文化阵地建设，崇阳率先在铜钟乡
试点，建设大岭文化礼堂，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

6月2日，记者走进铜钟乡大岭
文化礼堂，一股浓浓的乡土文化韵
味扑面而来，其文化墙的板块设计
和文化服务功能的设置，凸显出设
计者围绕“为民、便民、利民”的独具
匠心和用心。

县政府副县长、铜钟乡党委书记
杜兵介绍，建设大岭文化礼堂，建成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其根本宗旨是
为民、便民、利民，弘扬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以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战略。

进入文化礼堂，只见大厅正中央
的是6张八仙桌和24条长板凳，正
前方的墙壁上挂着大电视屏，有的
村民围着八仙桌下象棋，有的坐在
长板凳上看电视。

正在下棋的一村民高兴地说，下
雨天或晚上没事，我们会相约来下
下棋，或看看电视；村里谁家办个喜

事，也可就近摆几桌，再也不愁没地
方了。

大厅正前方有张书桌，桌上摆放
着笔、墨、纸、砚，有书法爱好者在用
毛笔练字，旁边还有不少村民在围
观；大厅后方有个“书吧”，壁柜上摆
满了书籍，有村民坐在“书吧”边看
书、边品茶，很是舒适、惬意。

外地打工回乡创业青年吴某说，
自从大岭文化礼堂建成后，村里的
年青人和小孩子一有时间就喜欢往
这里跑，看书、写字、打球等文化体

育活动也活跃起来了。
大厅四周是文化墙，设置有“村

史村情、历史变迁、民风民俗、产业
发展、幸福大岭、秀美大岭”六个块
板，通过观看文化墙，让村民进一步
了解村庄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和
村容村貌、产业等发展变化，增强村
民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说起“幸福大岭”榜上的被评为
“五个最美”和“十大孝星”的家庭和
人物，村民吴志勋说，这些上榜的家
庭和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身边人，

也是自己参与评选出来的，看身边
人、学身边人，也能激励身边人。

在文化礼堂的“儿童之家”，每天
4:30或节假日，“儿童之家”就成为
了孩子们的乐园，看书、练习书法或
打球等等，家长们放心，孩子们也欢
心。

村支部书记吴宏军笑说，大岭
文化礼堂已成为记录村庄发展变化
的史料档案馆，弘扬传承乡村优秀
传统文化的阵地，更是村民们的“乐
地”和孩子们的“乐园”。

大岭文化礼堂 在大岭文化礼堂搞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