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经
济收入越来越高，生活水平日益提
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
加丰富。

当此之时，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努
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是激励着各级党委政府为人民服
务的不竭动力。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赤壁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生活所
需、内心所盼，贴近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
四好公路建设……等一系列的民生
工程的实施，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
惠。

民生是最耀眼的光亮。始终把人
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是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
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只有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对生活满意，那才是国富民强的显著标
识。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 申鸣

智慧赤壁等你来
古战场上英雄在
旌旗舞动东风吹
借得东风展雄才
……

陆水河上的音乐喷泉 通讯员 王莹 摄

当华灯初上，音乐响起，赤壁，在灯
光水影之中，美丽绽放。

赤壁，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
小城，在长江之滨，陆水河畔，悠然而深
远，典雅而灿烂。

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沐浴着柔和
的五彩灯光，漫步在陆水河亲水步道
上。赤壁，从水波中，从山崖间，从城墙
上，从夜的中央，扑面而来。河道两岸，
城市的高楼映照在河水里；河面上，闪
烁的灯光反照在高楼上，水波光影，将
赤壁的夜点亮。

夜游陆水河，已经成了赤壁人风雨
无阻的日常。家住营里小学旁的熊先
生，便是每晚都要在河畔走一趟的人。

熊先生本是中伙铺镇人，搬进城10
多年了。白天，他在城里的大街小巷穿
梭，给住户安装窗帘。晚上，他和爱人
便顺着陆水河，从二桥开始，慢步至清
泉公园。熊先生说：“前几年没走这么
远。一是河面没这么亮，只步道上有些
太阳能的灯光。二来，除了散步，河道
上没什么看头，也就不想走远。”但现在

不同了，熊先生说他每晚都会走到清泉
公园，因为沿途都是风景哦，树上、路
上、河面上，灯光秀、音乐喷泉、广场舞，
看不过来，总是有新鲜的看头在前面。

的确，今年以来，为切实提升居民
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赤壁市依山
傍水，重点打造“夜游陆水河”景点项
目，让陆水河亮起来，动起来，真正成为
市民休闲游玩的欢乐之城，让每一个人
爱上赤壁。该项目起自三国美食城，至
三峡试验坝，全长6.5公里。不仅是河
面上的亮化，还对河道两旁的建筑、山
体进行了适当的装饰与塑造，力求展现
出赤壁因水而兴、因水而秀、因水而名
的千年历史与人文精神。

在一桥的桥底下，六十六岁的电力
退休老人廖先生，正在灯光下垂钓。波
光粼粼的河面上，浮标静静地立着，一
动不动。

“今日收获怎么样？”有相熟与不相
熟的游人从老人身旁走过，总要问上一
句。老人也总是乐呵呵地回答：“还好
哦。”其实，老人这晚还没有开杆。但老
人不在乎，他说：“钓鱼是一种休闲方
式，不在乎鱼的。”

老人是赤壁市的老市民，一辈子住
在城里，家就在迎熏门后头。老人喜欢
钓鱼，但以前都是在郊外钓。老人说：

“以前陆水河里哪里有鱼钓哦。以前，
陆水河就是一条臭水河。”那时候，城里
无论是工业废水，还是生活污水，一股
脑儿都往河里排。河水黑黝黝的，走在
岸边便有一股刺鼻的味道。“人在岸上
都受不了，水里的鱼儿能受得了？”

这些年来，赤壁市加大城市污水处理

力度，对环保不达标企业进行整治、对生
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并组织专人对河道
进行清洁保洁。现在一河水清悠悠的，成
群结队的鱼儿在河面上游来游去。

一曲终了，河面上骤然安静，只有
绚丽的灯光在河面上跳跃。

老人开始收杆。
“还早呀。”有钓友询问廖先生。
“老伴在跳广场舞，马上结束了。”

廖老先生说。
老人的老伴就在拱极门前的大广

场上跳舞。拱极门是赤壁市老城区，是
明朝万历三年（1575）至清朝嘉庆三年
（1798）建成的一座石城，是江南唯一存

在的石城。城本来有六门，现在保存有
4座门：迎熏门、拱极门、聚奎门和通汇
门。石城伴水而建，陆水河绕城而过。
顺着陆水河亲水步道慢步的市民，到了
拱极门前，总要停下来，看一看广场舞，
或是远眺一下河对岸的龙翔山，看山上
龙翔阁上璀璨的灯光；或是掏出手机，
对着河中央的音乐喷泉，拍上一段视
频，发个抖音或是朋友圈，炫耀一下：我
在赤壁等你。

灯光还在闪耀、音乐还在缭绕，赤
壁的夜未央。而静静流淌着的陆水河，
正以她多姿的风采，承载着赤壁人民的
快乐与梦想。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饶红斌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张升明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司法局

普法夜市助创平安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熊潇、魏保东报道：11月5日晚，赤壁

市司法局组织的平安赤壁普法夜市活动在市人民广场启
动，来自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医鉴定所等相关单位的专
业人员为广大市民开展法律服务。

为了让市民牢固树立“平安赤壁 从我做起”的思想理
念，“普法夜市”活动特地挑选晚间时段，在人流密集的场所
开展普法宣传。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册，向聚集在广
场休闲散步的市民宣传普及宪法、公证法、妇女儿童权益保
护、食品安全、防范非法集资等法律法规知识，为市民解决
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提供法律援助。活动受到广大市民的
普遍欢迎，纷纷表示，“夜市普法”有新意、易接受。

“普法夜市”不仅增强了司法机关普法教育工作的力
度，也进一步体现了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执法为
民的司法宗旨。下一步，市司法局还将继续开展入村入户
的普法宣传等活动，增强群众法律意识，提升平安赤壁建设
知晓度和参与率，促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平安稳定。

升级改造
灌溉水渠

11月6日，官塘驿镇张司边村正在对
农业灌溉水渠进行升级改造。

据悉，该村农业灌溉沟渠于1960年前
后建成，年久失修，已无法承担该村的农业
生产灌溉。今年9月，赤壁市扶贫办拨付
资金80万元，对张司边村5、6组果蔬基地
和韭菜基地共计780米的灌溉沟渠进行清
淤护砌，待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帮助张司边
村5、6组400多人，解决土地灌溉用水难问
题。

通讯员 王莹 摄

临近立冬时节，赤壁市总工会先后来
到官塘驿镇、神山镇、车埠镇、蒲纺工业园
区等地，走访慰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为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重要
贡献的，在赤壁的国级及省部级劳动模
范，聆听劳模故事、感受劳模情怀、分享劳
模“初心”，送去组织关怀。

走访慰问活动以赤壁的国级和省部
级劳动模范为重点，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老劳模，有全国种粮售粮大户，有

工业企业骨干标兵。市总工会为劳动模
范带去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劳
模的关心爱护之情，赞扬他们为新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慰问组先后来到陈昌久、黄传彪、祝
移婆等全国劳模家中，为他们戴上了由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熠熠
生辉的奖章映射的是劳动模范光辉的功
绩。

赤壁举办专题讲座

推进物业管理规范化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丁铮铮报道 物业市场混乱、

准入标准缺失、管理执行不统一、缺乏完整的服务和管理体
系……面对物业存在的问题，11月2日，赤壁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举办物业服务行业法律实务专题讲座，推进全市物
业法制建设，规范行业发展，提升服务质量。

赤壁市现有物业服务企业70余家，物业服务小区105
个，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率100%。但物业服务行业在
专业化、规范化等方面还不够完善，存在物业从业人员法律
意识淡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法律问题时无法妥善处
理等难题。同时，业主对物业职能的认识不够，也是导致业
主与物业之间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次讲座，赤壁市针对物业与业主之间的多发矛盾，逐
一分析，有的放矢，不仅强化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法制意识和
责任意识，将法律知识更好地融入项目管理服务之中，同时
向业主普及物业职能范围，使业主更加明了物业的服务与
作用，从而减少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发生，推动赤壁市物
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提升业主对物业
服务的满意度，增进业主幸福感。

赤壁拟投资千万元

建公益性景观陵园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丁维报道：10月29日，赤壁城

发集团与赤壁市民政局、白云人文纪念园经营主体举行多
方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赤壁城发集团以775万元收购
白云人文纪念园，赤壁市唯一的城市公益性公墓项目正式
启动。

白云人文纪念园兴建于2005年，占地面积约86.43
亩。现有墓位1665座，占地17.55亩，公用设施建设占用土
地9.84亩，未动用山林59.04亩。

城市公益性公墓项目是一项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重
要民生工程，也是赤壁市殡葬改革的必然举措。根据合约
规定，赤壁城发集团以775万元收购白云人文纪念园，按市
委市政府要求，建设园林式绿色环保便民的总体要求，确保
将惠民政策落到实处。项目一期计划投资224.45万元，通
过征地、迁坟等方式合理规划开发15亩公益性墓区建设，
拟建100座棺葬墓区，400座碑葬墓区，以便于满足特殊人
群的需求，有效解决该市坟墓乱葬现象。下一步，赤壁城发
集团将科学规划，力争将白云人文纪念园建设成该市一流
的景观公益性陵园。

赤壁以“零”懈怠的精神状态

推进整改销号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肖天胜、郝智晖报道：11月5日，全市

生态环保、河湖库长制及“五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工作推进
会召开，深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内容，全
面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清单的整改，确保
各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会议通报了全市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河湖库长制上级
交办问题整改情况、沿江生态文明示范带“省考”特色工作
及“五个三重大生态工程”进度等工作情况。各相关市直部
门负责人就黑臭水体治理、投肥养殖、秸秆禁烧、陆水湖周
边拆迁和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交流发言。

按照市突出环境问题指挥部分解的任务清单，赤壁市
不讲条件，扛起整改责任，真正以问题整改体现政治站位、
体现规矩意识、体现作风转变，切实做到以“零”懈怠的精神
状态抓落实。各相关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确
保如期完成各类问题整改落实和销号工作，为全市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赤壁人才超市获40万元补贴

完善人才服务网络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绍华、周刚报道：近日，由省人社厅

组织的全省优秀人才创新创业超市评审结果揭晓，赤壁市
人才超市经过现场路演和实地考察，获评省级优秀人才创
新创业超市并获得40万元奖励性补贴。

据了解，赤壁市人才超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创
新机制、务求实效”的基本原则，引进专业团队，致力于打造
为青年创业创新提供优质服务的双创平台。自2017年成
立以来，被先后授予湖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基地、湖北省新型
创业服务平台众创空间、湖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湖北省
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示范基地和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赤壁市人才超市不断完善人才服务网络体系，满
足人才创新创业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做好“一站式”服务，
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县域人才创新创业超市示范点。

五十年前上山下乡，五十年后再回
故土。11月2日，一场由原武汉二十九
中老知青表演的汇报演出在赤壁人民广
场激情上演，知青们用歌舞表达对第二
故乡父老乡亲的深深眷恋和感恩之情。

汇演在老知青心雨艺术团《敢问路在
何方》的器乐合奏中拉开了序幕。独唱的
《战士歌唱毛主席》，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京剧联唱《甘洒热血写春秋》展现了厚重
的家国情怀，把整场演出引向高潮。演出

还融合了走秀、朗诵、器乐独奏等表演形
式，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1968年，原武汉二十九中近千名知
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到赤壁市官塘驿
镇劳动锻炼，赤壁成为老知青们难以忘怀
的第二故乡。此次，武汉二十九中老三届
心雨校友联谊会以“青春无悔 岁月如歌”
为主题，分别在赤壁人民广场和官塘驿镇
开展汇演，展示老知青风采，表达对赤壁深
深的依恋和美好祝愿。

慰问关怀劳模
○通讯员 邱雅莉

感恩父老乡亲
○ 通讯员 魏保东 郝智晖

幸福赤壁夜未央
——在赤壁一河两岸看群众幸福感

○ 通讯员 张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