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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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狗随地大小便，遛狗不牵狗
绳，随意带狗出入公共场所，半夜犬吠
扰人休息……近日，记者走访中发现，
市民在养狗中产生的不文明行为时有
发生，如何文明养狗成了人们关注的热
点话题。

遛狗不拴绳被吐槽最多

记者走访发现，被大家吐槽最多的
现象，是出门遛狗不拴绳。

在温泉碧桂园小区，很多居民家里
养了狗，但是出门遛狗时，部分人不给
狗拴绳，让狗自己跑。

该小区的黄女士，有一次带三四岁
的儿子刚进小区门，就遇到一只狗朝他
们母子俩扑来，幸好狗拴了绳，她急忙
安慰儿子，庆幸地说：“不怕不怕，狗拴
绳了，咬不到你。”谁知狗主人听到她的
话后，竟然把狗绳解开，让她一时间目
瞪口呆。

在十六潭公园，每天晚上有不少人
出来遛狗，但大部分狗都没有拴绳，让
在此散步的市民十分惊恐，生怕被狗咬
了。

市民李先生表示，养狗他能理解，

但遛狗拴绳是起码的道德要求，他一再
告知自家孩子不要招惹狗，无论是大狗
还是小狗，无论拴绳还是没拴绳。“狗毕
竟是动物，万一它咬人呢？谁知道它打
没打疫苗？”

“我家狗不咬人”，绝大多数遛狗者
以此来解释为何没给狗拴绳，在爱狗人
士看来，金毛温顺，萨摩是微笑天使，不
具有攻击性。但这种观点并不被很多
不养狗的市民接受，称狗一旦咬伤人，
狂犬病发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公园广场频现“地雷阵”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十六潭公园、
潜山广场公园、市人民广场以及各小区
里，经常可以看到狗在随地大小便，市
民在公园里游玩，一不小心就走“狗屎
运”了。

“为什么没有随手清理狗粪便的习
惯？”面对记者的提问，养狗的张女士表
示，第二天早上有环卫工人来清理。

“坐草地上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
看有没有粪便。”经常带着孙子到十六
潭公园玩耍的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晚
上6时到10时经常有人在公园遛狗，
这些狗在草地上随意大小便，有些人往
草地上一坐就中招，让人顿时好心情全
无。

市民杨女士说，中央城小区有位老
人带着泰迪，在单元门口的小路上解决

“大号”，不仅给物业增添了负担，还让
无辜的邻居踩中狗粪。

有市民表示，很多人出门遛狗就是
为了让狗在外面大小便。据悉，狗的粪
便中有细菌、寄生虫，容易通过粪便造
成传染。

市民王女士表示，狗排泄一方面造
成环境污染，使城市形象大打折扣；另
一方面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负担，

“只能说有些养狗人士素质还有待提
高。”

高峰期带狗出入公共场所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居民喜欢
在小区电梯使用高峰期将爱犬带进电
梯，这种举止并不妥。

家住咸安区安居苑的周女士说，她
居住的楼里有人养了一只宠物犬，其主
人每次带宠物犬进电梯时，周女士都不
敢进去。“一是她养的是大型犬，我比较
害怕；二是气味非常大，我受不了那个
味道。”

周女士建议，市民需要带着爱犬乘
坐电梯时，尽量错开电梯高峰使用时
段，方便他人也方便自己。

每次带孩子乘坐电梯，市民朱先生
一看到有狗进来，就会把孩子抱起来。

“狗毕竟是动物，尽管经过驯养，但你不
敢保证它下一秒不会咬孩子。”实际上，
部分养犬者随意弃犬，已经影响公共安
全，直接影响市民的安全感。

周末的商场及购物中心人流量大，
记者连日来在市区各大购物中心探访
发现，有人带爱犬进去逛街，给他人造

成不便。一位正在购物的市民告诉记
者：“虽然牵绳了，但是超市人多，带着
宠物犬进去购物不合适。”

夜间犬吠扰人休息

每天晚上11时后，御湾酒店旁的
大桥李巷城中村里，居民任爹爹准时会
听到附近一只狗吼叫。“躺在床上刚刚
入睡，一听到狗叫立马清醒了，再也睡
不着，别提有多烦！”

“狗叫扰民的事多了去了！”附近居
民李先生一提起养狗就生气地说，往往
一只狗叫起来之后，会产生连锁反应，
其他狗也跟着汪汪汪跟着叫，而且越叫
越凶。

“我们家里有老人，被狗吵得没法
休息。我去跟狗的主人商量，结果被回
怼‘它叫不叫关你什么事’，差点就动起
手来。”李先生说。

有市民抱怨：“我不反对养狗，只要
狗不叫、别扰民，我没意见；但在公共场
所，就该遵守公德和公共秩序。”

狗的行为折射出狗主人的文明程
度。爱狗，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主人，
不要让养狗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和城市
的环境。咸宁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市民养狗一定要讲文明守公德，让它们
与人类真正和谐相处。

文明养狗，你做到了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天气预报：13～15日受弱脊控制，晴天到多云。13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6～20℃;14日：晴天，偏北风1～2级，6～20℃;15日：晴天，偏北风1～2级，8～22℃。今天相对湿度：40～80%

服务热线： 56869

百姓身边看变化 15

年关临近，在外地居住的王旺仙婆
婆和老伴刘明钢爹爹收拾好行李，搬回
了他们位于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的
老宅子。

“老伴啊，我们这老宅子是不是被
人动过什么东西啊？”一进门，王旺仙就
发现有哪里不对劲，但是又说不上来。

“墙上破烂不堪的电线被更换了呀。”细
心的刘明钢指着一堵墙说道。

这是什么情况？放下行李，王旺仙
赶紧去邻居家问个清楚，打听之下才
知道，原来不止他们家，整个村子的电
网都得到了改造，电线杆子被拆除了，
电缆全部入地了，太阳能路灯也安装
上了……

10日上午，记者来到刘家桥。在冬
日暖阳的照耀下，一湾河水潺潺流过，
村庄干净整洁，老人小孩悠然自得，农
家乐餐馆内，员工们忙着洗菜切菜……

王旺仙正坐在河边晒太阳，和邻居
唠嗑。“我家老宅子有400多年的历史，
还是被挂了牌的文物保护单位。”说起
自家的老宅，王旺仙满脸的担忧：老房
子年代久远，墙壁被熏得发黑。用了几
十年的电线老化得厉害，有的地方已经
脱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以前，我们总担心会引发电火，现
在看来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王旺仙
说，村里的古民居大小房屋共有700多
间，都跟她家一样进行了电网改造，不
仅重新设计了线路走向，还用管道把电
线包起来，安全多了。

“以前村里到处都是电线杆子，电

线跟蜘蛛网一样拉得密密麻麻，你看现
在，是不是清爽多了。”王旺仙对记者
说。她身边有一个空心的水泥墩子，墩
子原先是一根电线杆，电网改造时被锯
掉了，只留下一点茬儿。

“锯得好啊，电线杆竖在水边，太不
安全了。”在河边开超市的雷妈说，梅雨
季节，河水上涨，有时会没过电线杆，害
得村民们都只能绕道走，怕电线杆子会
漏电。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家就没停过

电了。”在一旁开饭庄的周萍子说道。
周家的饭庄开了八九年，碰上用电高峰
期或者天气恶劣的时候，总会断电，对
饭庄的生意造成一定的影响。

“刘家桥的改造，不仅拆除了40根
电线杆，把200多户居民的电线入地，
还对村里的变压器进行扩容，新建两台
400千伏安的箱式变压器，碰上用电高
峰期，再也不用担心会突然跳闸停电
了。”负责刘家桥电网改造的电工师傅
唐善友介绍 ，鉴于刘家桥是景区，为了

美观，将全部的电缆入地，改造工作从
去年开始，今年4月完工。

刘家桥只是我市电网改造工作的
一个缩影。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我市投资6434.42万元，对12
个城网项目进行了改造，共整改12个
台区线路40.05公里，增容4800千伏
安。其中，刘家桥项目投资129.74万元。

中午时分，两辆武汉牌照的旅游大
巴开进停车场，几十名游客走下车来，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游客们有的掏
出手机拍照，有的赏景玩水，农家乐里
也飘出了饭菜的香味……

记者感言：

电力关乎民生，电网更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

电杆低、线路老化、电压低、动力电
不足、变压器容量不足，遇到刮风下雨等
恶劣天气，杆倒、线断、跳闸现象时有发
生……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不过随着一批又一批电网改造项目的进
行，这样的情况正在我市逐渐消失。

在刘家桥采访时，记者能真切地感
受到，电网改造带给村民们的，不止是
村庄环境的改变，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安
全感。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
员施锐报道：12日，“万人洁城
迎新年”活动暨温泉城区第二轮
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启
动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出席会
议并讲话。

闫英姿要求，各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履职尽责，在落实

“门前四包”责任制基础上，对主
次干道、包保网格等重点部位实
施大清扫，进一步建立健全常态
化卫生保洁机制，定期组织爱国
卫生运动，确保创卫成果。要强

化文明交通劝导力度，进一步巩
固文明交通成果，推进志愿服务
劝导活动取得更好成效。要通
过组织“万人洁城迎新年”和文
明交通劝导活动，充分调动群众
参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为
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巩
固奠定良好的基础，向全市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据悉，本次“万人洁城迎新
年”活动暨温泉城区第二轮文明
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将从
12月13日持续开展至2020年
1月13日。

文明创建 人人有责

我市启动“万人洁城迎新年”电缆线入地 安全感入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庞赟 通讯员 曹露

近日，咸安区官埠桥镇窑咀村生态猕猴桃园基地，工人在为葡萄
藤修枝。入冬以来，该基地进入管护期，人们忙着施农家肥、剪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摄

嘉鱼陆水干流防洪治理

渔民乐开怀
11 日，嘉鱼县陆溪镇左金湖一批

起捕的鲜鱼销往长沙。承包人袁华清
抱着20多斤的青鱼高兴地说：“陆水堤
防加固了，再也不怕淹水了。”左金湖
面积200多亩，今年产鲜鱼40多万斤。

据了解，陆水干流重点河段（嘉鱼
段）防洪治理一期工程已于12月完工，
加固的堤防有效降低了洪灾的发生频
率，减少了当地水产养殖户的经济损
失。 通讯员 雷平 摄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文明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张欢、通讯员
张开春、谢慕武报道：11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市
委宣讲团走进省地质局第四地质
大队，市委宣讲团成员、咸宁日报
社副社长柯建斌作宣讲报告。

柯建斌以《坚定制度自信
增强制度自觉》为题，结合省地
质四队的实际，围绕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主题、三大成果，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

重大战略任务、“十三方面显著
优势”“十三个坚持和完善”的工
作要求等方面，用生动通俗的语
言，全面分析、系统解读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深度解读了“中国之
治”智在用“制”。

该大队党委书记兼工会主
席石德强表示，要以此次宣讲为
契机，在全队持续形成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的热潮，要入脑入心，学深悟透，
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市委宣讲团走进省地质四队

宣讲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
者谭宏宇、通讯员余亚光报道：
12日，继全省生猪稳产保供电
视电话会议后，我市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生猪稳产保供及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副市长谭海华出
席会议并讲话。

谭海华指出，要采取强有力
措施，保障生猪生产，加快产能
恢复，多措并举，进一步做好猪
肉等畜产品的保供稳价工作，确
保猪肉市场供需总体平衡、价格
基本稳定。要继续做好相关防
控措施落实和技术指导工作，加

强重大疫病防控，坚决落实好基
础免疫、消毒灭源、应急处置、无
害化处理等综合防控措施。

谭海华要求，要抓好问政问
题整改工作。针对省电视问政
栏目曝光的问题，各县市区要对
照问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对
辖区内现有屠宰场开展全面排
查。要优化屠宰场布局，建立全
市屠宰场在线监督监管平台，强
化科技支撑，做到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全面查纠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以实际行动服务群
众。

我市召开专题会议

确保生猪稳产保供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
12日，全市宣传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暨增
强“四力”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
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
姿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闫英姿指出，全体学员要带
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带着好
的作风学，自觉承担起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的使命任务。要紧密结合各自
工作实际，针对性思考，在学思
互促中提升培训质量和实效。
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思考本地
区本单位宣传工作创新的主攻

方向、基本途径、有效载体，着力
提高宣传工作科学化水平。

闫英姿强调，要将培训成果
转化为政治定力，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利
用培训转变工作思路，更新工作
方法，全面把握好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这个宣传思想工作的中
心环节，不断改进宣传工作方式
方法。要将培训成果转化为实
践成果，切实提升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全市宣传干部

集中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