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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黄国涛报道：7月22—
23日，咸宁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专项战役指挥部办
公室（以下简称市专指办）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机构，对
我市黑臭水体治理效果进行预评估。

又黑又臭的污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
量。近几年，我国对于黑臭水体的治理力度越来越大。
2018年10月24日，我市成为全国首批20个黑臭水体治
理示范城市之一，三年获中央补助6亿元，用于黑臭水体

的治理。
根据我市的治理方案，咸安区的北洪港、滨湖港、浮

山河、杨下河、大屋肖河为黑臭水体的重点治理对象。
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省环科院）作为市

专指办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全程参与了预评估。两天的
时间，省环科院专业人员对5条黑臭水体进行了全面的了
解，对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把脉会诊”。

在北洪港的中游，记者看到一位七旬老人在清澈的
水中擦洗身体。王老汉告诉记者，这在去年都是不可能
的事情，多亏了政府的治理。在大屋肖河的上游，水清岸
绿、鱼翔浅底已然成为现实。

在一些地方，也发现了边治理边污染的问题。有些
河流在市城区段，因为垃圾箱设置不到位及市民生活习
惯问题，出现向河中倾倒生活垃圾的现象，干净的河流重
新被污染，让人痛心。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来源不明

的污染源。另外，还存在河长的管理不到位、河岸的绿化
工作推进缓慢等问题。

据市专指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预评估，是我市对
黑臭水体治理效果的一次自测。评估报告很快会出来，
将把出现的问题集中梳理，交给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各家的孩子各家抱”，各负其责，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各项治理任务，创造黑臭水体治理咸宁经验，确保一江清
水向东流。

我市开展黑臭水体治理效果预评估

黑臭水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水中擦洗身体的老人

黑臭水体治理进行时

清浊见澈的大屋肖河上游 生活垃圾倾倒河中 来源不明的污染源让商流堰河水浑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
传队，长征是播种机……”25日
在革命圣地延安，由全国妇联
主办的“时代新人说——我和
祖国共成长”家国情怀故事汇
落下帷幕。1935年，红一方面
军在这里与陕北红军顺利会
师，延安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
点。

在家国情怀故事汇陕西
站，侯秀珍、付凡平等普通女性
通过讲述不同历史时期延安妇
女爱国爱党爱家的故事，道出
革命圣地老区人民的家国情
怀，表达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
坚定信心。

观众成媛媛在现场几度感
动落泪：“战争时期，红军付出
了巨大的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如今，我们延安
人民也为了明天更加美好的生
活投身于黄土地的山山峁峁
中。这就是新时代延安精神的
传承，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
怀。”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
国共成长”家国情怀故事汇活
动于七一前夕正式启动，从长
征集结地江西于都出发，先后
在江西、湖南、福建、贵州、四
川、宁夏、陕西等长征沿线部分
省区，通过邀请红军后代、最美
家庭、优秀女性、基层干部群众
等，现场讲述各个历史时期广
大家庭爱国爱党爱家的感人故
事，让家国情怀红飘带飞扬长
征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

在江西于都，瑞金中央革
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杨丽珊
讲述了30位红军女战士参加
长征的不凡事迹；在湖南平江，独腿将军钟赤兵、红
军女司令胡筠、烈士佘益珍的故事广为传唱；在福
建，邹家“一门七烈士”守护红军的故事由曾孙娓娓
道来；在贵州遵义，关于已故老红军李光两次“长
征”的事迹，彰显出一位老红军永不磨灭的家国情
怀；在四川，当年与红军结盟的彝族首领小叶丹的
孙子沈建国讲述奶奶保护红军队旗的动人故事，与
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传承长征精神、决战脱贫攻坚
的精彩故事相互呼应，激人奋进；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关于红军顺利会师的故事
令人心潮澎湃……

据不完全统计，家国情怀故事汇接力活动线下
约万名群众现场参与活动，各地的活动还通过人民
网、网易、快手、斗鱼等平台以及女性之声、中国妇
女报新媒体平台和地方网站进行线上传播，5000余
万人次在线观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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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所长施小明在近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活垃圾分类
是健康环境促进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对
于建设健康环境意义重大。

近日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年）》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大力
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重点城市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施小明表示，如果生活垃圾简易堆放
或者不当处理，会导致很多问题，污染地表
水、土壤、地下水等，导致出生缺陷、白血病
和其他肿瘤的增加。“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是
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环境健康问
题，尽快在城乡建立生活垃圾处理分类系
统，是对生活垃圾进行有效处置的一种科
学管理系统。通过堆肥处理、卫生填埋、焚
烧发电等方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可以实现垃圾的源头减量，节约填埋场地，
资源回收还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是
应对生活垃圾污染挑战和保障人民群众健
康的必然现象。”

施小明说，个人和家庭是实施生活垃
圾分类的主体。提倡每个城乡家庭积极实
施生活垃圾分类，并及时清理。让垃圾分
类逐渐成为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自觉习
惯。

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上，政府应发挥
主体作用。施小明表示，应加快生活垃圾
分类设施的建设，做好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的有机衔
接。要加强生活垃圾分类配套体系的建
设，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的收运体系，建
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完
善与垃圾分类相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探
索建立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

我国开展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随着鄱
阳湖湖口水文站水位（江西湖口）24日18
时退至警戒水位以下，长江中下游干流全
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长江2019年第1号
洪水顺利入海。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前期持续强
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九江、大通江段
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形成

长江2019年第1号洪水。
长江中游干流九江水文站（江西九江）

7月13日6时水位开始超警，23日23时退
至警戒水位以下，超警历时11天；下游控
制站大通水文站（安徽池州）7月16日14
时水位开始超警，20日7时退至警戒水位
以下，超警历时5天；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
（湖南岳阳）7月17日零时水位开始超警，

19日10时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超警历时3
天；湖口水文站7月12日13时水位超警，
24日18时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超警历时
13天。

期间，水利部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Ⅲ级
应急响应，先后派出8个工作组和3个专家
组分赴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指导暴
雨洪水防御和抗洪抢险工作。长江水利委

员会启动防御洪水Ⅲ级应急响应，统筹考
虑上下游防洪形势，科学调度三峡水库，减
轻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湖区
防洪压力。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沿江省份
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和水
库调度，长江干堤和洞庭湖、鄱阳湖堤防未出
现大的险情，长江1号洪水顺利入海。

长江中下游干流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长江1号洪水顺利入海

（上接第一版）
看病难、看病贵，曾经是山区困难群众最

大的心病。特别是贫困户，只能“小病靠拖，大
病等死”。

崇阳县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八字
经，始终从解决群众最急切、最现实的问题入
手，从群众最需要、最满意的事做起。

2015年10月以来，全县开展健康扶贫医
疗救助2222人，到2017年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全覆盖。完善贫困人口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补充医疗保险“四位一
体”医疗保障机制，确保农村贫困人口住院报
销比达到90%，一年内个人实际负担医疗费用
控制在5000元以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早在2012年，由政府交钥匙工程总投资

3.2亿的“崇阳县卫生城”投入运行。全县有合
格村卫生室行政村占比100%，全县各乡镇卫
生院均达“四化”标准，配备现代医疗设备，医
疗设施条件全面提档升级。2013年，崇阳县
被省爱卫会命名为“湖北省卫生县城”,2018
年省级卫生县城复审顺利通过。新农合、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分别达到99%、90%。

围绕打造“全省教育强县，全国教育名县”
目标，逐年加大教育投入，力推教育改革创新，
力促办学质量水平提升，快速推进县域教育均
衡、优质、协调发展，投入6.2亿元建设占地面
积1200亩的教育城，形成学前教育到小学到
中学到高中到职业教育一应俱全，全省县级规
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好的花园式学校。

崇阳集团化办学、联校网教、教师国培三
大改革成效显著，荣获湖北省首届“地方教育

制度创新奖”；“联校网教”改革经验多次在全
省、全国交流发言，2018年被教育部推荐申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马德·国王奖”。先后被
评为“全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示范县”“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崇阳职校晋升
为“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并荣获“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称号。

以人民为中心，崇阳县委县政府始终保持
这一不离不偏的方向和定力。

打出“组合拳”，催生人居环境的蝴蝶效应

“过去这里是个烂泥塘，现在成了赏荷风
景线，游客到此无不驻足拍照！”村支书沈亚
东对坳上村的巨变如数家珍。

就在一年前，坳上村还是一个“破烂不堪”
的村庄。县委驻村工作队进村后，引进浙江森

禾集团投资2000万元，对坳上村进行立面改
造，建起荷花栈道和140亩花海，民房改成民
宿或农家乐。

在外务工的坳上村二组村民沈高，去年投
资100万元，改造民宿4间，建起了农家乐。
今年五一，一天接待游客28桌。

昔日无人踏足，今朝宾客盈门。村民看
到，环境一变，好事一片。

如今，尚禾柃蜜小镇、大岭涂鸦小镇从穷乡
僻壤变身特色小镇，畈上村、茅井村、坳上村等
14个村从贫困村建成美丽乡村、旅游景点。

乡村都“美丽”了，城市更不能“缺位”、“掉
队”。

从杭瑞高速出口经崇阳迎宾大道进入县
城，一路宽阔整洁，两边绿树成荫，城区高楼林
立，小区崛起，昔日脏乱差变身洁亮美。

做美老城、做活新区、做优集镇、做靓乡村，
崇阳构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水园林生态县城。

该县实施以“整治脏乱差，实现洁畅美”为
主题的城市管理年攻坚战，拆除违法建设1.35
万平方米。同时改造棚户区，落实农村危房改
造，推进“厕所革命”。加大了保障房的建设力
度，累计投入2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近30万
平方米，成为全省唯一受到国家住建部表彰并
介绍经验的县市。

四季花城、凯鸿国际华城、锦阳国际、崇尚
华府等一幢幢小区楼盘拔地而起，山水天城、
锦绣天城、星光天地、崇阳大世界等城市地标
工程如雨后春笋，大大激发了城市活力，满足
了群众多样化居住需求。

乡村美，城市美；比着洁，比着美，“蝴蝶效
应”，成了崇阳人居环境的“别样景观”。

暑假乐享
科技魅力

7 月 25 日，在承德市双桥区永安街社
区智翔机器人创客中心，老师（右三）在指
导学生操作机器人。

暑假期间，河北承德市双桥区永安街
社区开设“科技知识小课堂”，学生通过组
装、设计机器人，操控无人机等科普活动，
在增长科技知识的同时充实了假期生活。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