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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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热线： 56896

天气预报：9月9～11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9日：晴到多云，偏东风1～2级，23～36℃；10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4～36℃；11日：晴到多云，偏北风1～2级，24～36℃。明天相对湿度：40～80%。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 尹峰

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
市政府召开全市教育大会，表扬全市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部署教育
改革发展重点工作，体现了市委市政府
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彰显着咸宁
尊师重教、厚德尚学的价值追求。

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未来、抓民
心。我们必须持续推进教育现代化，加
快建设教育强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以高质量教育支撑咸宁高质量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始终坚
持教育工作正确方向。我们要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准确把握“九个坚持”的内涵、要义
和实质，确保咸宁教育工作始终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牢牢把
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当前，我市有各类在校生 50 余万
人，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
首要问题。我们要引导广大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
为、增强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高

综合素质，扣好扣准人生第一粒扣子。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切实加

强优质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立教之
本，兴教之源，必须按照“四有”标准，
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良好师德师风，提高
教师能力素质，弘扬尊师重教风尚，努
力造就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
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持续深
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是教育发
展的动力之源，要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
和办法推动建立多元化教育投入机制，

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补齐教育短板
弱项，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解决好群众
反映强烈的“入园难、入园贵”、“上学
难、大班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教育获得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加强党
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全市各级党
组织要牢牢掌握党对教育的领导权，完
善党全面领导教育工作的体制机制，突
出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教育系统党
的建设，以优异成绩答好新时代的教育
工作“考卷”，为咸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李婷婷、王赛君报道：8月
30日下午，咸安区温泉办事处
泉塘社区联合学府社区，在泉
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5楼举办

“做智慧父母，领跑开学季”家
庭教育公益讲座，由国际注册
心理咨询师朱金钗讲解如何有
智慧地与孩子沟通。

讲座中，朱金钗提醒家长，在
和孩子沟通中多用肯定句，正面
的去表达，少用“你不要做”“你不
能干”等一系列语言结构。想要

孩子成功，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
个成功的家长，父母要通过不断
学习，与孩子一起成长。

朱金钗讲解了家庭教育的
关键点：从小进行感恩教育，让
孩子记住父母的生日，孩子过
生日，首先要感谢父母的养育
之恩；不能无限制地满足孩子
的不合理要求，对不合理的要
求，拒绝的态度要坚决，方法要
温柔；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
要依赖别人。

咸安区温泉办事处泉塘社区

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开讲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
员戴逢胜报道：9月6日，红牛
维他命饮料（湖北）有限公司联
合湖北奥瑞金制罐有限公司开
展主题为“携手你我 让爱传
递”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当天
107人成功参加无偿献血，总献
血量达30900毫升。

现场，员工们有序排队，有
条不紊进行填表、登记、血液类
型检验等。刚从车间走过来的
王女士说，无偿献血是件光荣
和崇高的事情，想到自己的血
液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时感到

无比自豪，真是一件既有利于
他人，又有益于自身健康的好
事。

红牛维他命饮料（湖北）有
限公司是我市2005年引进的一
家饮料企业，占地面积600亩，
年生产能力达12亿罐，设计产
能30万吨/年，产品有红牛原味
型与牛磺酸强化型。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
司曾多次参加无偿献血公益活
动，并表示今后要进一步组织好
像无偿献血这样的公益活动，为
社会公益事业尽点绵薄之力。

红牛公司

积极开展无偿献血

民以食为天。餐饮业作为服务行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城市文明水
平的一个重要窗口。近日，记者对中心
城区内具有代表性的酒店餐厅、商业街
美食城和背街小巷的餐饮店进行暗访，
发现问题依然不少。

大酒店餐厅：
健康证不上墙，无文明餐桌宣传

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
定，相关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必须办理健
康证。《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三十五
条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就餐场所
显著位置公示餐饮经营许可证、营业执
照、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相关信息。

但是，记者走访发现，中心城区大
部分商家并没有严格执行该规定。在
蓝海金盾大酒店、御湾酒店等，工作人
员健康证均没有公示。

御湾酒店相关负责人在记者询问
健康证公示情况时，准备临时将健康证
张贴上墙。“我们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审
核才拿下来的。”该负责人说。

记者在蓝海金盾大酒店、御湾酒
店、浅水湾同惠店、秀玉西餐厅等中心
城区具有代表性的酒店餐厅，发现这些
商家均没有在店内张贴文明餐桌及劝
导严禁酒驾的宣传标语。

秀玉西餐厅相关负责人说：“我们
大堂是不能贴宣传标语的，我们餐厅很
少卖红酒，啤酒是没有什么度数的，所

以没有劝导严禁酒驾宣传。”
记者了解到，同惠商场的商圈内是

禁烟的，但是在浅水湾餐厅内，每张餐
桌上都摆有一个烟灰缸，而且店内没有
任何禁烟标志。

浅水湾同惠店相关负责人说：“烟
灰缸是为了让客人抽烟的时候把它灭
掉。”记者说：“但是禁烟的话，你压根就
不该让顾客点烟才对啊。”“我们一个区
域有五个服务员，但是并不是一个服务
员盯着一桌客人，不是每个客人在抽烟
的时候我们都能发现。”面对记者的提
问，该负责人说。

据食品安全行业的相关要求，餐厅
厨房要打造成明亮厨房，也就是厨房有
监控与外面相连，不用进厨房，直接通
过外面显示屏就可以看到厨房内景。
但是记者通过走访上述餐厅后发现，几
乎没有厨房达到该要求。

美食城餐馆：
油烟排放、餐具清洗等不乐观

排气扇轰隆隆作响，缕缕油烟从厨
房侧墙离地1米多的窗户缝隙接连冒
出。7日中午，记者在永安城区中城路
一家小餐馆门口看到这一幕。

“有时生意再好些，整个过道都烟
熏火燎的；有时就眼睁睁地看着排气扇
排出的油沿着墙壁往下流，很不卫生；
前几天高温的时候，苍蝇蚊虫也特别
多。”附近居民胡女士向记者抱怨说。

记者观察到，这是一家经营早点和
小炒的餐馆，一楼被隔离成厨房和就餐
区。厨房不过五六平方米，基本没有通
风的地方，窗户也堵得严实，原本雪白
的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黑泛黄。

看得出，店里只有一名厨师，他一
边盯着热气腾腾的大锅，一边拿着锅铲
在另一口锅里炒着菜，各种食材杂乱地摆
放在一边的桌上等着下锅，油盐酱醋的瓶
子也是东倒西歪。置身其中，一股热气伴
随浓浓油烟扑面而来，真让人呛得慌。

永安城区有不少这样的小餐馆，走
进一家东北饺子餐馆，记者里里外外看
了三遍，没有看到营业执照和餐饮服务
许可证。

用餐高峰，记者来到渔水路菜市
场，临街的一家快餐店内座无虚席。走
进餐馆的厨房，两名小工正忙于清洗餐
具。只见前台将顾客用过的餐具送来，
小工一股脑儿地放进一个圆形的大盆，
倒点洗洁精，拎起抹布洗刷起来。不过
五分钟，十来个油腻腻的盆碗刷得锃
亮。小工麻利地将污水直接倒在地上，
再换取清水清洗一次。

“不用消毒吗？”记者问道。一名小
工笑笑说：“不用啊，还要消毒，哪忙得
过来。”

夜市烧烤摊：
食物浪费严重，卫生环境堪忧

8日傍晚8点左右，记者来到渔水
路附近的烧烤一条街，来这里吃烧烤的
市民络绎不绝。

在一家烧烤店前，店主在店门前支
起五六张餐桌，餐桌已被来吃烧烤的市
民坐得满满当当。在其中一张餐桌下，
记者看到，20 多个空啤酒瓶凌乱地

“躺”在那儿，周围废弃的纸巾、剩菜骨
头更是随处可见。

在烧烤店内，记者在餐桌上并没有
看到“文明用餐”、“光盘行动”等宣传
牌。有一桌客人就餐完刚刚离去，老板

娘正准备收拾。一眼望去，餐桌上还尚
留有不少剩菜：牛肉串还剩五六串、一
盘烤生蚝还剩一半，一盘烤鱼看起来更
是只动了几筷子。“有些顾客是请客，嫌
打包没面子，有些是怕麻烦，觉得带回
去也不会吃。有些剩得比较多，确实挺
浪费的。”老板娘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温泉城区滨河
东路，此时沿街两旁已经停了不少私家
车。路边，烤羊肉串的、卖铁板烧的随
处可见。大概是天气比较凉爽，不少店
家都在店门前支起了桌子，使得路两旁
看起来有些拥挤。

有烧烤店甚至将“厨房”也搬到了
室外，在大遮阳棚下，冰柜、烧烤架、排
风机应有尽有。还没等人走近，一股辛
辣的味道就扑面而来。有餐馆为了省
事，直接将一袋袋餐厨垃圾放在了路
边，袋子里的泔水流了出来，显得更脏。

“这几天天气还有点回温，前几天
天气凉爽，喝酒划拳的，路两旁都坐满
了人，有时走都走不过。”市民钱女士家
住法院小区旁，每天买菜、散步都要从
滨河东路经过，她告诉记者，这两年滨
河东路的餐馆越开越多，有些餐馆白天
不营业，专门做“夜生意”，常常闹到凌
晨两三点才散场，“早上经过的时候，店
门前、马路上满地的垃圾、烟头，真是苦
了环卫工了。”

记者在中心城区各大夜市转了一
圈，除了在个别烧烤店内有看到文明餐
桌标语的提醒，绝大多数都没有摆放。
在一些烧烤店内，也没有看到服务人员
健康证、监督电话、食品安全承诺书等。

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全民参与，
也离不开每个行业的支持，餐饮业作
为服务性行业，更是展示我市文明创
建工作成果的一个窗口，在此希望餐
饮业能够将好的方面继续坚持，同时
补足短板，营造良好的创文宣传氛围，
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贡献一
份力量。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明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程晓荣报道：9月10日，通山
县职业教育中心体育场内热闹
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趣味
运动会在此上演，全校师生欢度
教师节。

“7号位107下、8号位100
下……”跳绳比赛现场，数名学
生正为参赛教师计数。

“老师为我们付出很多，这
次就由我们为老师过个节。”学
生裁判张也说，老师经常为了他
们的学习加班加点，特别辛苦，
教师节到了，想用自己的方式来
感谢老师。

据悉，此次运动会裁判、主
持等都由学生来担任。

“平时感觉老师很严肃，没
想到参加比赛时是如此活泼。”
高一七班学生程家康笑着说，感
觉老师就像自己朋友一样。

据悉，此次运动会还有踩气
球拔河、跳长绳、4人5足等项
目。

校长涂五生说，此次活动既
丰富了教师的生活，增强教师、
师生之间情感，又提升了学生实
践能力，意义非凡。

该校还举行了晚会庆典，对
退休教师、杰出教师等给予表彰。

通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举办教师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阮泽华报
道:10 日下午，“我和我的祖
国”首场百姓宣讲会暨系列百
姓宣讲活动启动式在咸宁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闫英姿宣布活动启动
并现场聆听。

首场宣讲活动，主要以理
论知识和百姓故事的形式开
展。9名宣讲员不仅讲述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文明思
想等理论知识，还讲述了战争
年代中何功伟烈士的英勇事
迹、和平岁月里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会计团队的奋进故事，以
及余发海老先生为142位烈士
寻亲、库区教师王值军23年如
一日扎根库区、抚育孩子等感

人故事。宣讲活动发扬传承了
咸宁优秀传统，激励大家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引起现场观众
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

“故事主人翁英勇无畏、无
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我！”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专
业新生袁钿说，在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中，用他们的精神鼓舞
自己。

系列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主办，旨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全
市范围讲述咸宁革命先烈和英雄
人物的先进事迹，讲述咸宁人民
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好故事，展
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咸宁大
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市启动“我和我的祖国”
系列百姓宣讲活动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我们需要设备管理人员”

“我们需要一线销售人员”“我
们缺乏普工与技术人才”……
9月 2日上午，咸安区向阳湖
镇绿山村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的民主议事环节上，五家企业
的负责人或高管纷纷拿出用
人需求与方案，满满都是“干
货”。

近年来，随着咸安经济开
发区的发展，绿山村的土地逐
渐变成厂房，开发区60%以上
的企业汇集在该村。然而，老
百姓虽住进了新房，但没有了
土地。去年，因村集体收入结

构薄弱且单一，集体收入不足
一万元，咸安区将该村列为软
弱涣散党组织。

为此，该村开启村企联建，
充分发挥绿山村的区位、劳动
力优势，同时也帮企业解决用
工难、人才流失等难题。

咸安经济开发区群团工作
部部长、绿山村第一书记黄锐
告诉记者，目前，该村已建起联
建机制，在每一期的支部主题
党日都会邀请5家企业参会，通
过联建会议，不断收集企业用
人需求，并就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邀请企业负责人、高管提出
专业性的建议。

咸安区向阳湖镇绿山村

村企联建促发展

欢送新兵
10 日，我市 2019 年秋季新兵正式

起运。
当日上午9 时，由市政府、咸宁军

分区组织的“放飞青年、逐梦军营——
咸宁市2019年度入伍新兵首批起运欢
送仪式”在市人民广场举行，首批90名
咸宁籍新兵开启了军旅征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漆珊 摄

9月9日，通城县城东新区月牙湖
公园建设现场，工人正加紧施工，公园
初具雏形。

月牙湖公园位于通城县隽水镇白
沙社区，紧邻正在建设中的学府路与和
谐路。用地面积66843平方米（含水域
面积），计划总投资2500万元。整体定

位为观赏、科普、养生、休闲大健康公
园，辐射整个城东新区。

“月牙湖原名刘家塘，是通城县隽
水镇白沙社区一座小型自然湖泊，其形
状如月牙而得名。”康美健康新城建设
指挥部工程负责人胡醒介绍。

记者从公园规划施工图上看到，公

园内配套高标准网球场、篮球场、山林
休闲活动区，环湖观光带、婚纱摄影基
地、环湖跑道等。

“公园的科普性主要体现在中草药
的种植方面，还有茶花、石榴、香樟、广
玉兰、银杏、垂柳等几十个品种的乔灌
木。”胡醒指着不远处的绿化区域介绍。

“项目于今年8月开工，全天有30
余人同时施工，确保月底完工。”湖北
忠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于博
奎介绍，目前，月牙湖公园已完成场内
土地平整、种植土转运、球场基础垫
层，现正在进行种植绿化，计划国庆节
开放。

“以前的户外活动就是到附近银山
广场转一转，人流量很大。月牙湖公园
建好后，将为居民提供新的活动场所。”
家住白沙社区15组69岁的老党员罗
天保说。

昔日荒郊变公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公共餐饮：想说爱你不容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