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文化与旅游融合，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节
日精神文化生活，助推打赢脱贫攻坚
战，1 月 12 日，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
（咸安）“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首场活动在汀泗桥镇洪口村熊家湾
举行。抬年猪、踩莲船、编竹篮、炸麻
花、写春联、送文化……此次活动“吃、
喝、玩、乐、购”齐备，使传统文化展现新
的气象，咸安的年味更加浓郁。

近年来，咸安区坚持守正创新，坚
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区，积极推进
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
作，持续深入组织开展“荆楚”红色文艺
轻骑兵文化进万家活动，促进文旅融
合，以高质量的文旅供给提高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讯员 吴涛 王迪 摄

赶大集 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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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简讯
1月6日，咸安区召开非煤矿山整治工作推进会，

强调要治隐患、促整改，进一步加强监管，为地方发展带
来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吴丰）

岁末年初，咸安区贺胜桥镇加大“恶意欠薪”、“恶
意讨薪”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目前已成功破解
17人30余万元的农民工工资欠薪案件。（余乐、倪伟）

1月7日，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召开受灾群众冬春生
活保障工作部署会，强调要做好前期摸底排查工作，确
保受灾困难群众生活得到保障。 （胡晓轩）

1月7日，咸安区向阳湖镇综治办联合司法所开展
综治维稳工作，据介绍，活动将持续10天，强化重点巡
防，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陈亚军、刘洁）

连日来，咸安区朗诵艺术家协会组织开展“荆楚文
艺轻骑兵小分队”暖冬行活动，共开展了10场志愿巡
演，让文化惠民深入人心。 （胡剑芳）

近日，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加大对全区泵站的检查
考核工作，确保所有泵站正常运转，为来年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打下基础。 （许从山、游桂芳）

1月10日，咸安区公共检测中心加大抽检监测力
度，对各农贸市场、超市食品类进行重点检测，积极提
升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 （胡晓轩）

1月10日，咸宁公安分局积极开展“110宣传日”
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引导群众依
法合理解决矛盾纠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聂国力）

现场书写春联

区纪委监委送“廉”下乡
本报讯 通讯员蒋旗、刘洋、周翰浩文报道：8日，由咸

安区纪委监委、官埠桥镇联合举办的“迎新送春‘廉’清风
送万家”活动在官埠桥镇官埠村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区书法家协会的
书法家们现场书写春联，将新春的祝福提前送到村民手
中。此次活动共送出300幅新春对联，将廉政元素融入写春
联、贴春联的传统习俗之中。

据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送“廉”下乡活动
旨在进一步推动廉政思想在基层一线扎根，在打通全面从
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同时也为群众生活带来切实的便
利，树立起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坚持问题导向 践行为民情怀

咸安区主题教育实效凸显
○ 通讯员 骆翠 董一格 李婷婷

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已基本结束。主题教育中，咸安区各级
党员干部聚焦主题、紧扣主线，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宗旨意识，践行为民情怀，积极
解决了一批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向
全区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学用结合 践行初心

打开主题教育资料包：一本论述摘
编、一册党章、一个笔记本、一张主题教育
应知应会手册……每月的“主题党日+”
活动，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妇女主任
余艳都会给村里86岁的老党员陈元金
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为老党员读党
章、讲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官埠桥镇把学习贯穿始终，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向党员发放“红
色小书包”，组织在家党员开展主题教育
读书班，对因病不便、长期外出的党员进
行送学上门、寄学到家，电话了解流动党

员工作近况，一系列举措，确保了党员学
习教育全覆盖。截止目前，开展集中学习
研讨8次，总学时80小时;发放学习资料
967套，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送学上门
301人次，给外出流动党员寄学74人次，
收集意见100余条。

“学用结合，就是要把工作实绩作为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标准。践行初心，就
是从解决群众生活难题入手。”官埠桥镇
党委书记陈才文表示，为巩固学习成果，
镇里通过组织主题教育应知应会测试、举
办“守初心、担使命”干部能力培训班，邀
请专家授课、学员交流心得，帮助青年干
部更好地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乡镇工
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新作为。

同时，该镇结合区领导走访反馈、各级
巡视、环保督查、创文督办等提出的问题，
收集“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的问题，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等各类问题，共收集147
个问题，并逐一列出问题清单、任务清单
和责任清单，确保一件一件落实到底。

透明服务 拉近距离

走进宽敞明亮的温泉办事处南昌路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不见柜台等形式感
较强的设置，办事群众和服务人员可以零
距离沟通接触，书记办公室也“透明化”，
不少群众还没进门就先和社区书记黄辉

打上了招呼。社区居民纷纷表示，改造后
的南昌路社区服务大厅，更接地气了，心
也贴的更近了。

在主题教育中，南昌路社区居民反映
到社区办事楼上楼下跑，很不方便。针对
为民服务薄弱环节，温泉办事处既在治标
上下工夫，对于个性问题立行立改；又在
治本上不放松，从根源上堵塞滋生问题的
漏洞；多方筹集316万元资金，以南昌路
社区为样板，将13个村社区的原“机关
化”党群服务中心改造为“一站式”服务平
台，打造集党建、综治、民政、社保、卫生、
文明创建“六位一体”的综合性便民服务
大厅，推动干部下楼，为居民群众提供“开
放式”“一站式”的面对面、肩并肩服务。

针对办事处本级没有独立文化服务
场所，文化惠民阵地薄弱问题，温泉办事
处筹资100余万元，对南昌路社区辖区内
闲置办公楼，按照“三室一厅一场”的标准
打造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并配套建设香城书屋。筹资100万元
建成金叶社区居家养老中心，筹资200万
元启动南昌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
设，不断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紧盯问题 精准整改

“灯亮了，山里的夜路走起来更有安
全感。”大幕乡马安头村村民说：“以后再

也不能当它是个‘摆设’了，这用处大着
咧！”

今年9月底，马安头村在6组召开屋
场会时，有群众反映6组路灯年久失修，
长期无法正常照明。作为马安头村包村
党委，大幕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黄猛当即
表态，马上着手整改，将马安头村部分路
段路灯照明问题纳入个人“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问题清单，召开村“两委”会商议
解决方案，通过细致摸排整改，维修更换
了老旧路灯21盏，购置安装了新路灯35
盏，并构建起长远管护机制。

“路灯照亮的不仅是群众出行的夜
路，更是群众冷暖的心路。”大幕乡党委书
记姜勇表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切实
把主题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改善民生的生
动实践。要坚持高标准高要求，深学细查
严改，以问题为导向，以民心为指南，引导
党员干部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

“老大难”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
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路灯亮了，道路宽了，人行道建好了，
临时停车场建成了，集镇危房旧房拆除
了，背街小巷整治了，文化广场建起了，多
条“四好农村公路”建成了，多个饮水工程
保障了饮水安全，2000㎡的公共文体公
园正在建设中，一件件实事的解决让干群
的心更近了……

向阳湖镇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黄志敏、刘洁报道：“我们现在通了自

来水，都用上洗衣机和热水器了，现在冬天可以在家里洗
衣服、洗澡，生活真的方便多了。”轻轻拧开水龙头，自来水
哗啦哗啦地往外流……1月8日下午，看着清澈的水浸透了大
米，向阳湖镇广东畈村十八组的杨奶奶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据悉，自2019年4月以来，向阳湖镇对辖区内饮水情
况进行全面摸排核查，将无自来水的63个村民小组全部纳
入全区EPC安全饮水工程。目前已有15个组完成饮水安
全工程，有4个组正在进行施工收尾，将于春节前通水，预
计明年该镇可实现安全饮水全覆盖，真正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严查客运车辆

交警护航春运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卫东、胡晓轩、陈莎莎报道：2020年春

运已经打开帷幕，近日，咸安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对咸安客
运中心200多台客运车辆的安全信息、安全性能、安全措施
进行全面“体检”，逐车落实一人一车一档制度，严防“病
车”上路，预防春运交通事故的发生。

民警严格按照检查要求，对驾驶资格、车辆检验保险、
驾驶员和车辆有无违法信息等进行清查；对车辆随车配备
的灭火器、安全锤、三角牌、安全带等安全装置进行检查；
对车辆车灯、悬挂系统、方向和制动系统进行检测，对不符
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检修复查后方可上路；通过GPS系统，
随时监控运行车辆行驶路线和驾驶时长，通过在源头上控
制，确保春运期间广大旅客出行便捷，安全回家。

本报讯 农村新报记者彭翠楠、特约
记者胡剑芳、通讯员李茂林报道：深冬时
节，在咸安区官埠桥镇泉湖村，为村务忙
前忙后的村后备干部夏鹏丝毫不觉得累：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这次能回到家乡工
作，我深感温暖与自豪。”他吐露心声。

让夏鹏有干事“舞台”的是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去年以来，咸安区官埠桥镇打
造一个阵地、明确一个宗旨、提供广阔舞
台，为退伍军人服务。去年6月12日，
官埠桥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正式挂牌成
立。镇委书记陈才文介绍，此举旨在发
挥服务功能，使退役军人活动有场所、诉

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让退役军人退伍
不褪色。

从脱下军装到换上便装，从保卫祖国
到发展家乡，从繁华城市到美丽乡村，在
平凡的岗位再展真我风釆。记者在镇服
务站看到，占地15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
设有接待室、办公室、活动室、服务窗口

“三室一窗”，全镇771名退役军人一人一
档在此设有信息档案，771块退役军人光
荣牌悬挂醒目。为进一步做好服务，服务
站还将触角延伸到村、社区，截至目前，
村、社区级退役军人服务站13个，镇村
（社区）两级工作人员共33人。镇党委、

政府将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纳入村、社
区两委班子考核和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除了重视退役军人过去在部队的荣誉，退
役军人服务站创造更多的机会让退役军
人参与村务管理。镇长张文彬表示，退役
军人训练有素，管理严格，责任心强，是宝
贵的农村财富，要用好管理好。为此，镇
里成立了一支25人的官埠桥镇退役军人
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引领退伍军人积极
参与建设家乡的各项工作中，此外还积极
创造发展平台。

2019 年 10月，该镇面向全镇广大
退役军人进行择优选聘工作，通过推

荐、自荐报名，纪检公安部门“红色体
检”，第三方公正笔试面试等流程，选取
了11名优秀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
干部在镇政府跟班学习，三个月后分配
到各村工作，极大增强了退役军人建设
家乡热情。

放弃优渥城市生活回到村里的官埠
村退役军人、村后备干部徐勇，带领村民
修路，为12个村民小组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为5个村民小组共200户农户安装
自来水，还发动弟弟等亲属支持退役军人
开展慈善一起捐活动，一大家人共捐赠
1.3万元，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咸安为退役军人回乡发展提供广阔舞台

200余名志愿者年会

擘画发展新蓝图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通迅员余乐报道：近日，在

咸安区志愿者协会年会上，来自全区200余名志愿者以朗
诵、小品、歌舞等形式，激情擘画新年发展蓝图。

活动现场，湖北咸宁奇竣服饰有限公司、咸安区品洁
纯净水厂等爱心企业，陈万成等多个爱心个人累计捐款4
万余元；活动还对2019年度30个爱心企业、60名优秀志
愿者进行授牌表彰。

据悉，2019年，该协会开展各类爱心公益活动194次，
参与人数达到5250人次。在全年的助困助学活动中，志愿者
协会筹集爱心物资达562900元，资金和物资全部来源于个人
捐赠和捐款。“这是一支温暖的团队，我要努力做一名合格志
愿者，成为美丽的咸宁义工。”志愿者代表余智群高兴地表
态，2020年将带儿子加入志愿者团队多做公益好事。

咸安区妇幼流感小贴士:
秋冬是流感高发季节。流感症状包括高热、咽痛、咳

嗽，严重有心肌炎，部分患儿有呕吐、腹泻胃肠症状。一般
治疗包括多休息、多饮水、保持室内通风。抗病毒治疗，在
发病48小时内使用奥司他韦;同时可服用银翘解毒片、抗
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对于幼儿老人,预防流感最有效
措施是提前进行流感疫苗接种。 (熊良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