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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4月3日、5日受高空弱波动影响，部分地区有雨。具体预报如下：3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1～2级，10～15℃；4日：多云，偏北风2～3级，9～20℃；5日：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3级，10～18℃。明天相对湿度：70%～100%。

服务热线： 56869

竹篓、竹包、竹花瓶、竹笔筒……3
月27日，记者来到咸安区大幕乡双垅
村的竹乡情竹艺加工厂，工人们正在为
竹根抛光，一旁的竹货架上，各类竹工
艺品琳琅满目。从去年开始，这里已经
完成了70万元的竹产品订单。

“山区的农民靠山吃山，竹梢、竹屑
可以打碎做成竹炭，竹根可以做成根
雕，竹枝可做成生活工艺品，竹杆可以
制成竹签、竹筷、竹帘等……对大幕竹
农来说，一根竹子全身是宝。”村支书朱
万泽说。

大幕乡是有名的“楠竹之乡”，其双
垅村曾是咸安区两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现有人口 4280 人，楠竹面积 1.38 万
亩，每年消耗成竹9000吨。随着疫情
形势好转，这里的竹产业扶贫车间也迅
速复产，一派生机盎然。

在该村15组楠竹加工厂，机器轰
鸣，工人们在忙着劈竹、蒸煮、拉丝。

“干这个活不累，每月还能有4000
元左右的收入。”正在捆竹丝的70岁贫
困户罗和村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贫困
户，扶贫车间里还有好几位，都是就近
务工，极为便利。

在省武警总队、咸安区政府办驻双
垅扶贫工作队看来，要想脱贫致富，目
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们同记者算

了一笔“经济账”，目前，现有的竹加工
厂主要制作牙签、筷子等半成品，生产
过程中竹子的利用率仅达百分之四十，
每年的生产废料必须拉到外省贱卖，其
运输成本就高达320万元。

经赴浙江金寨县等地考察论证后，
他们发现，要实现高效利用，必须将每
根竹子“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具体
怎么做？建竹炭加工厂！

于是，驻村工作队多方筹措资金
370万，新建一座占地20亩的竹炭加
工厂，预计两个月后，将正式投入生产。

朱万泽介绍，竹炭厂建成后，每年
能消耗废料11000吨，生产竹炭2200

吨，年产值800余万元。在吸纳10名贫
困户务工，每年在增加集体收入24万的
基础上，还能收购周边楠竹厂的竹屑、
竹根；原本村民们弃而不用的破竹、残
竹、小竹子也能加以利用，变废为宝。

依竹而工，依竹而兴。如今的双垅
村，从一根竹竿加工到全竹利用、从单
纯加工到复式经营，一根竹子已经挑起
了一条产业链，每年可实现产值4000
万元，带动12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
业。除了现有的楠竹加工厂、竹艺厂，
竹筷子厂也正在筹建当中。下一步，这
里还将培养高产楠竹基地，真正实现乡
村振兴。

咸安区大幕乡双垅村

纤纤青竹挑起“脱贫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特约记者 李星

把“小事”做到极致
—— 99位云南医疗队员与咸宁“保姆”们的暖心故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见博

4月1日上午，云南疾控小分队离
开了奋战49天的咸宁，在他们踏上高铁
的那一刻，也表明着，有一批在他们背
后默默无闻的人，工作也将告一段落。

2月12日，援咸云南医疗队入住瑶
池酒店后，次日迅速成立云南医疗队保
障组，下辖综合协调、住宿餐饮、物资保
障、通勤保障、杀菌消毒、志愿服务等9
个工作小组，30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专
门负责市直援咸医疗队保障服务工作。

把小事做细：“照顾好他们，他们才
能更好地保护我们”

一个“细”字，贯穿保障组工作的始
终：队员眼镜上的一颗螺丝钉掉了，服
务组成员把自己眼镜上的螺丝取下来
装上去；队员想要小喷壶装酒精杀毒，
服务组发朋友圈求助，很多理发店、花
店老板免费赠送；云南口味喜辣，大家
跑遍全城去买辣椒和辣酱……为了保
证大家饮食卫生健康，来自市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的杜春华和住宿餐饮的成员
在厨房当起了“监工”：自己动手为餐具
消毒、清洗水果、煮茶上菜……无数个

“小事”，成了保障组心上的“头等大
事”。

一次，一位队员向保障组求助：想
要一个体温计。这立马引起了组员邱
芳的警觉，询问她是不是觉得不舒服才
要体温计？队员立马解释，自己从云南
带了体温计过来，但是不允许带上飞
机。随后，保障组对该队员进行了体温
检测，确定她体温正常后，才安心的把
体温计交到她手上。

前段时间小玩具出现在ICU的新
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点赞：云南省第
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袁颖
利用可以发出声音的小玩具，让重症病
人握在手上，既代替了呼叫器，也能让
病人缓解心情。其实为了寻找到这些
玩具，服务组也下了一番功夫。

汤秋芳是住宿餐饮的负责人，一天
晚上她刚忙完回到家，就接到了袁颖的
电话：“小汤，可不可以帮我找到捏下去
就可以发出声音的小玩具？”汤秋芳一
开始百思不得其解：要玩具干什么呢？
虽然很疑惑，但是想到可能会有急用，
立马就开始寻找。家里没有玩具，超市
也关门了，经过求助，终于在朋友家里
找到了几个类似的玩具，当晚就送到了
袁颖的手中。知道了玩具的用途后，汤
秋芳和朋友都十分高兴：没想到一个小
小的玩具就有可能救人一命，真的是太
有成就感了！

把小事做全：“决不能辜负云南人
民的心意”

从2月15日到3月17日，从二十
多度的室外到零下十八度的冻库，从火
车站货运场到工业园的仓库……物资
保障组一直都奔赴在接收捐赠物资的
第一线，只为了能第一时间把物资送到
云南医疗队员的手中。其中，综合协调
组的成员张轩和焦元潇充当了保障组
中“万金油”的角色，从驾车近百公里的
驾驶员到日均卸载1000多件物资的搬
运工，即使张轩不小心把脚扭伤，也一
直坚持在岗位一线。

有一次，云南捐赠的一车水果罐头
运送到瑶池酒店，由于司机的不小心，
有五箱罐头摔破了。物资保障组负责
人姜杭德看到后非常心疼：“每一瓶罐
头都是云南人民的心意，他们要是看到
了，心里多难受！”

那一次的小失误之后，专班对物资
的发放变得更加细心。为了确保物资
安全，仓库里的所有电器都要拔掉，仓
库门口配好消防栓，对于需要密封的物
资，要保证仓库的密封性，关紧门窗，拉
好窗帘；对于需要透气的物资，要保证
房间的通风，并且根据食品的保质期，
第一时间发放出去。对于物资的发放，
他们也琢磨出了一套方法：不是一股脑
的就把东西发出去，而是要合理搭配。
比如先把新鲜的水果发出去，对于零
食，要干、湿搭配，甜、咸搭配，口味偏重
的食物在队员轮休的时候发放，免得食
用后在工作中闹肚子……

医疗队员轮休的时候，考虑到他们
不允许随意离开酒店，专班的成员搬来
乒乓球桌，买来羽毛球拍，搭建了一个
小型的“文化广场”，丰富了队员们的文
娱生活。

把小事做准：“车队代表咸宁形象，
必须万无一失”

“再细致一点，再安全一点，再周到
一点”，这是通勤保障组对自己的要求。

通勤保障组成立后，立即把99名
医疗队员的交接班时间全部统计清楚，
安排了2辆大巴车接送队员，平均不到
两个小时就会发一趟车，一天共14趟

车。其中还安排了4辆商务车，以应对
突发情况。真正做到了所有队员“下班
就可上车回酒店，上班就可上车去医
院，做到了车等人而不是人等车”。截
至到2月21日，已累计用车535趟，安
全接送3308人次。

除了日常的每趟消毒外，通勤保障
组要求：必须使用车况最好的大巴，车
技最好的司机，必须提前更换电瓶，检
查车灯、胎压、发动机等设备，确保万无
一失。

对于通勤保障组最大的压力，还是
3月22日欢送云南医疗队那天。

接到欢送云南医疗队的任务后，保
障组立即联系到了8辆大巴车，这8辆
车不仅要规格统一，并且还要“颜值高”

“质量硬”，司机技术好。这些，都必须
提前做好沟通，设计好路线。

刘涛作为通勤保障组的负责人，全
程跟车负责行车安全。在高速上，他突
然发现，由于行李过多，前方7号车侧
面的行李厢的盖门有些许松动，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不能影响队形，该怎么
办？他立即与前方司机联系：稍微放缓
速度，7号车寻找时机靠边停车，车停
在应急车道后，司机在短短几秒钟内关
好盖门，继续回到队形中去。终于，在
到达天河机场之前，所有车辆整齐划
一、安全有序的抵达。

“看似简单的停车、超车的操作，但
是却需要所有的车辆进行速度上的调
整和配合，在高速上还是很紧张的！”刘
涛说，“这不是简单的车队，这是代表整
个咸宁的形象，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通
讯员明聪报道：清明节临近，如
何文明祭扫成为关注热点。
4 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发出倡
议，呼吁全市城乡居民“清明祭
扫，共享蓝天”。

倡议提出，清明节期间，要
传承精神、文明祭祀。树立生
态、低碳理念，倡导通过举办家
庭追思会、网上祭祀、委托祭祀
等现代文明祭祀方式怀念逝
者，变实地实物祭扫为注重精
神传承。要禁燃禁放，绿色祭
扫，应严格遵守禁燃禁放相关
规定，自觉抵制燃放爆竹和焚
烧香蜡纸钱等污染大气环境的
行为，倡导鲜花祭扫、无烟祭

扫，让传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
明。要身体力行，植绿护绿，做
保护环境、文明祭扫的践行者，
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主动劝阻不文明祭祀行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亲
属、朋友和周围群众自觉抵制
陈规陋俗和封建迷信。

倡议提出，战“疫”仍在继
续，防控不能放松。要注意安
全，减少聚集。合理安排祭祀
时间，尽量减少人员聚集，按疫
情防控要求自觉佩戴口罩，严
格遵守安全生产有关规定，杜
绝火灾隐患，防止事故发生，让
清明节更加文明节俭，更加绿
色安全。

市生态环境局向全市居民发出倡议

清明祭扫 共享蓝天

“谢快跑”原名叫谢国建，
是国网咸宁通山县供电公司后
勤处的一名仓库保管员。疫情
防控期间，他从大年初一开始，
就一直三点一线跑来跑去，大
家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谢
快跑”。

大年初三中午，谢国建回
家刚拿起筷子就接到主任的电
话“赶紧回公司，咱们得一起去
排查返乡人员。”当天下午，根
据县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后勤
处14人组成通山供电后勤保障
公益党员服务队，到电力小区
和包保路段排查返乡人员。此
后，谢国建每天上门为武汉返
乡人员测量体温2次，排查是否
有发热及其他症状，并及时向
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情况。

深夜，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里，妻子心疼不已：“人
家看到武汉人躲都躲不及，你
还得上门去给人家测体温，你
怕不怕哟？”他把外套放到阳台
上通风，远远地安慰妻子和孩
子：“这是我的工作，你们注意
和我保持距离，注意防控，不要

过于恐慌。”
2月初，根据安排，通山县

供电公司要对包保的双泉社区
内的小区进行封闭值守。为了
给24小时值守的工作人员提供
保障，“谢快跑”满城去购买雨
衣，给每个值守点送方便面，婆
婆妈妈地叮嘱值守人员“气温
低时测温器要捂热了才能测得
准”……

通山县供电公司防疫组驻
守的小区共有住户400余户，接
到任务后有些工作人员初次接
手有些畏惧，这时“谢快跑”出
现了。他一边告诉上门人员该
注意哪些防护措施，一边提醒
大家上门该统计哪些数据，现
在小区的住户只要看到他就会
说，“这不是经常上我们家的小
谢嘛。”

从大年初一，谢国建始终
坚守在抗疫一线，风风雨雨从
不缺勤，公司值班人员和小区
值守人员习惯了他的身影，因
为缺点什么、哪里不懂，只要叫
一声“谢快跑”，他总是大声答
应着“来了”……

后勤战士“谢快跑”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孔帆升 通讯员 郑峰 阮婷

未到呼朋引伴踏青时
○ 张敏

人间四月天，最是春光好。
近日，随着春暖花开时节到来，以

及疫情向好，出游的人又多了起来。
潜山上、十六潭公园里、富水河

边……人头攒动、衣衫翩跹。
人们踏青、露营、烧烤……好不快

哉！不少人游玩过程中，甚至连口罩
也脱下了。

清明节将至，不少人已经在呼朋
引伴，计划一群人出去痛快玩一场了。

诚然，经过前期艰苦努力，咸宁已
经有序复工复产，社会生活逐渐恢复
常态，“憋久了”的市民，走出家门、赏
赏春光，是正常诉求。

然而，国家卫健委明确表示，当前
仍然存在出现零星散发病例甚至聚集
性疫情的可能和隐患，特别是，还存在
着一定数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他们没
有相关临床症状，但依然有传播风险。

疫情防控，仍是当前乃至未来一

段时间内的重点，不可松懈、不能松
劲。

众所周知，从疫情一开始，公众就
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落实“四方责任”的一大主体。

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段，做好
个人防护，不扎堆聚集，确实得到了普
遍遵守，成为咸宁市民的共识。

如今的呼朋引伴踏青郊游、出门
聚集、不注重个人防护，无疑是“松

懈”、“松劲”的表现。
“防控疫情最好的手段，就是管好自

己”。呼朋引伴踏青郊游，还不是时候！
毕竟，春光，不会因你不去亲赏，

黯然失色 ；病毒，却会因你麻痹大意，
找上门来！

扮靓高速入口
3月31日，在咸通高速公路桂花连

接线改扩建景观绿化工程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铺设休闲步道。

据介绍，该工程于今年1月中旬启
动，受疫情影响一度停工。3月5日复
工以来，道路两侧景观带以栽种桂花
树为主，突出桂花特色，配套种植红叶
石楠、蓝花鸢尾等 50 余种苗木花卉。
该工程全长680米，有生态停车场、小
游园、小湿地等附属工程，目前已完成
工程量的90％。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摄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报
道：4月2日，我市召开森林防灭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副市长谭
海华出席会议。

会上，通报了当前我市森
林防灭火工作相关情况以及检
查时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清明前后历来
是森林火灾的高发多发期，也
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当
前，我市森林火险等级偏高，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和乡村防
控卡点拆除人流、车流增加，春
耕的到来，烧田坎地垄以及农
村上坟祭祖烧香点烛、烧纸钱
等野外用火增加，起火风险骤
增。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紧绷
思想之弦，迅速安排部署，带头

下沉一线检查督办。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深刻把握规律、反思不足，
在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的同时，把防灭火工作当作事关
咸宁高质量发展的一件大事抓
紧抓实抓好，坚守不发生森林火
灾，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

会议强调，森林防火必须党
政齐抓，高压严管，要进一步压
实部门责任，压实包保责任，压
实督查责任；要切实强化工作落
实，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大风
险管控力度，加大防火巡查力
度，要以时刻归零的心态和久久
为攻的韧劲，切实做到真抓真
管、敢抓敢管、会抓会管、常抓常
管，努力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
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我市召开电视电话会

把森林防灭火工作抓紧抓实

本报讯 记者程昌宗报
道：52天坚持，12000余份免费
爱心盒饭送到一线医护人员手
中。湖北家宴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咸宁市新联会
副会长胡朝胜和他的餐饮团队
用爱心温暖着与疫魔拼搏的白
衣天使。2日，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联合咸宁日报、香城都市
报授予胡朝胜阿里巴巴第330
期正能量奖，并颁发正能量奖
金5000元。

自1月24日起，胡朝胜所
在的家宴酒店率先发起为医务
人员和各执勤点、一线媒体记者，
志愿者免费送爱心餐，让白衣天
使安心奋战一线。从大年初二到
3月17日我市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清零”，共送餐50余天1.2万余
份，累计金额约36.6万元。

在疫情期间，胡朝胜还帮
助同行运送物资保障云南援咸
医护用餐物资和餐盒，帮助协
调从深圳及周边城市调运餐盒
达20万余个。带动了我市一批
餐饮龙头企业，克服食材少、员
工缺、出行难等困难，制作了5
万余份爱心餐，为抗疫一线医
护人员和志愿者提供了坚强的
后勤保障。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颁奖
词写道：“这场战疫中，这些默默
付出的身影，都是值得致敬的英
雄。一场疫情，让酒店的生意暂
时冷清，但这份爱心的付出，情
义无价，也终将变成福报。”

胡朝胜送爱心盒饭温暖白衣天使

荣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