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光谷广场对面地块

当日上午9时15分，龙潭新桥旁
杰士邦地块，阳光照耀下，铺设的草
皮鲜绿，新栽的苗木舒展，一条碎石
子路，沿着淦河蜿蜒。

“看着是那么回事了，以前经过
这里都不愿多停留，现在却不自觉放
慢脚步。”家住麓山温泉小镇的王琼
很高兴，这个曾经乱石垃圾遍地、脏
乱菜地扎堆的河堤，变成了美丽的景
观带，与淦河景观浑然一体。

同样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的，还

有玉泉街十六潭公园四期地块。
大大的草坪，像在地上铺了层绿

地毯；成排的景观树，像列队的绿色
卫士；间杂点缀的花朵，给这里添了
不少春色。

三五居民，带着孩子在此嬉戏。
家住御龙花园的葛婆婆，带着孙女进
行每日例行的散步。她随手拿着个
塑料袋，跟在孙女身后，将孩子吃完
的饼干包装袋放进塑料袋里。

“这里人少，又干净，孩子喜欢来

玩。”葛婆婆说，政府建这么美的地方，让
市民享受美景，可不能乱丢垃圾污染了。

在温泉社区朱家垅地块，曾被附
近居民诟病的建筑垃圾堆放、黄土裸
露问题已得到解决。绿网覆盖下的
黄土，再也不会扬起灰尘使人呛咳；
清理干净的地面，再也没有建筑垃圾
堆放；小草铺陈的路边，再也不用每
次经过就必须绕开走。

附近居民说，以前这地方就像一
块疤痕，如今整治一新，看着舒服多了。 图为龙潭新桥旁杰士邦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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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24～26日受高空偏北气流影响，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24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9～22℃;25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3级，10～24℃；26日：多云，偏南风2～3级，13～24℃。明天相对湿度：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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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李攀龙、任树林报道：4月17
日，走进赤壁市中伙铺镇，不管
驱车在宽敞笔直的南港大道
上，还是漫步在绿意融融的中
兴路上，整洁优美的环境让人
耳目一新。

4月5日以来，中伙铺镇结
合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洁家园、去陋习、
强防护、促健康”爱国卫生运
动。

在南山村，由村干部、党
员、志愿者等组成的清扫队，每
日出现在107国道及村道旁，他
们拿着扫帚、蛇皮袋等工具，对
路上抛洒的砂石、泥土、杂物及
两旁杂草进行彻底清理，不留
死角。

在中伙社区，社区干部、党
员和村民带上工具对村庄进行

大扫除，尤其对在外村民的房
屋周边进行了集中清理，既消
除安全隐患，又保持卫生面
貌。该社区还对省级重点保护
文物三眼桥及周边进行了清理
整治，确保塘清桥固。长山社
区则结合自身处于赤壁高新区
中伙产业园的重要位置，发动
数百居民清理工业园区道路，
确保道路“洁、亮、畅”，为企业
复工尽一份力。

截至目前，该镇已出动党
员群众8000多人次、车辆200
台次，清运各类垃圾杂物320多
吨，拆除违章搭建80多处、钢架
棚38处，拆除违法建筑40多处
共3000多平方米，并植树4000
多株，开展流动卫生健康宣传
40多场，促进了居民卫生健康
习惯的养成，为疫情防控夯实
了基础。

中伙铺镇掀起爱卫热

爱卫在行动

红榜：龙潭新桥旁杰士邦地块、玉泉街十六潭公园四期地块、温泉社区朱家垅地块

文明创建红黑榜

走进责任单位为咸宁城发集团下
属旧改投公司的福星城小区对面地块
时，是上午10时。沿着围墙，找到一扇
铁门，推开后所见，就像进了“大杂院”。

未拆完的墙体，无语矗立；残破
的沙发，静待风雨；白灰蓝各色塑料，
默默缠绕……砖头、碎石、烂木头等

“标配”一件不少；烟盒、餐盒、包装袋
等“附件”统统可见……不用说，里面

的几滩污水有多难闻了。
一名环卫工人进来后看到记者，

又出去了。他说，因为附近没有公
厕，一般就在这里“小便”。

如果不知道这是收储地，初到温
泉污水处理厂附近地块的人，肯定以
为来到了哪家农场。

因为，这块责任单位为咸宁城发
集团下属宏业土地整理经营有限公司
的地块里，被大大小小的菜地占满。

种下去的种子，大部分还未出
芽；几株刚栽下的辣椒苗，小小的叶
片迎着风颤巍；一根根插在地里的棍
子，上面套着的衣服随风飘扬。菜地
间，有烟盒、塑料袋、废弃轮胎等垃圾。

“我闲着也是闲着，这地荒着也
是荒着，就来栽点小辣椒。”正侍弄辣
椒苗的大妈擦擦汗说，在家里没事，
看到别人都在这里种菜，就也来种。

今年初，市民小黄高高兴兴地搬
进宜园小区的新家。可高兴了没几

天，他心里开始不舒服了。
宜园小区斜对面，有块地。这块

责任单位为咸安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的地块，被围墙围着，从外
面看不出什么端倪。可进去一看，

“别有洞天”。
小黄说，不夸张地讲，里面一大

半的地方，都被建筑垃圾覆盖，看着
特别影响心情，与周边树绿草青的美
景“毫不匹配”。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堆大堆的建
筑垃圾，杂乱地、随意地堆放着，随着
地势的高低起伏，上面“象征性”地盖
着层绿网。其中，食品包装袋、塑料
袋等白色垃圾，一点也不少。

光谷广场对面，原老中心医院地
块，责任单位为中心花坛片区改造项
目建设指挥部。这里，已不止一次被
市民吐槽：这么好的广场，旁边居然
有个不忍直视的垃圾场！

除了板材、碎砖头、渣土等常见
的建筑垃圾，这里还有让人“眼前一
亮”的物品：三台废弃搅拌机，铁锈斑
斑；几排铁栅栏，横卧于地；上十个铁
桶，藏于渣土间；长长的铁架子，倒在
破烂上……

“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怀疑，这还
是市区繁华地带该有的样子吗？”家
住大楚城的王圆叹着气，摇着头说，
每次经过，心里都要难受一次。

黑榜：福星城小区对面地块、温泉污水处理厂附近地块、宜园小区斜对面地块、光谷广场对面地块

景观带VS“大杂院”，城区收储地的两副“面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记者手记：
它们有统一的名字：城市收储地。
它们有着两副“面孔”：景观带

VS“大杂院”。
景观带，怎么这么好看！让人

不自觉放慢脚步、让人游玩时不忘
带上垃圾袋、让人心情舒畅。

“大杂院”，怎么这么脏乱！乱
堆、乱倒、乱放的各种垃圾，横着、倒
着、卧着的各种破烂，损害了香城的

气质、拉低了泉都的颜值。
一样称呼，两副“面孔”，背后是

咸宁城发集团等相关责任单位的不
担当、不作为。好在，在创文之风的
吹拂下，在爱卫运动的推动下，我们

已经行动起来，向部分收储地存在
的白色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无封闭围挡等脏乱差问题“宣战”。

希望，收储地以后只有“景观
带”一个面孔。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城”不同。这些年，咸宁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同步并进，品位
不断提升、颜值蹭蹭上涨。

根据城市建设需求、服务重大招商引资需要，咸宁的收储地增多。然而，4月22日，记者走访城区部分收储地发现，
它却有两副“面孔”。

本报讯 通讯员吴紫芬、
程文静报道：4月17日一大早，
武汉亚心总医院数十名医护人
员就来到咸安区向阳湖镇政府
广场，为村民“把脉”义诊，开展
健康检查。

针对当地医疗水平有限，
村民看病难，想找名医更难，
去大城市看病更不容易的实
际，由湖北农村广播电台《空
中医院》节目组联合武汉亚心
医院开展的此次送医下乡义
诊活动，旨在让村民在家门口
接受省城医院专家的诊疗和
帮助。

义诊活动从早晨 9 点开
始，由神经内科、心脑血管科、
普外科和肿瘤科4名主任医师
组成的医疗扶贫小分队，现场
发放脑血管、感冒、肺炎等疾病
治疗药物400多盒，参加体检
的村民不仅能在第一时间得知
体检结果，而且还能根据体检
结果寻求专家的现场诊疗。
同时，对患有高血压、脑血管、
心脏疾病和关节疾炎、腰腿痛
等慢性疾病的体检者，全部按
照健康体检标准做了登记备
案，建议平时定期体检并及时
就诊。

咸安区向阳湖镇近百名村民

家门口接受省城医生义诊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员周理
勇报道：耕田机正在作业，突然没油了
怎么办？通山县大路乡神堂村村民阮
阿林的做法是——向派出所辅警求助。

前几天，派出所辅警阮诗炜到村湾
来宣传，说要为村民春耕生产保驾护
航，还留下了电话号码。由于私人提桶
加油需要派出所开证明，阮阿林试着拨
通了阮诗炜的电话求助，阮诗炜立马就
到加油站买了柴油送来，保证了春耕生

产的正常进行。
原来，考虑到咸宁是农业大市，我

市公安部门坚持警情跟着民意转，强化
主动服务意识，深入开展“千警进千村”
活动，通过真情解难助困、严打涉农犯
罪、化解矛盾纠纷等系列举措，及时按
下了助力春耕春播生产“服务键”。

4月初，崇阳县桂花泉镇和天城镇
乡村连续发生白天爬墙入院和破窗入
室盗窃案。崇阳县公安局迅速组成侦

查破案专班，仅用了一天就将入室盗窃
嫌疑人熊某抓获。

针对春耕时节村民在外耕种、家中
无人等情况，全市公安机关各辖区派出
所组织民警加强对村组干道、村舍小巷
的巡逻次数，严密盘查可疑人员，维护
农村治安秩序。同时，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对辖区农资销售点进行检查，防止假
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

前期，通山县公安局通过摸底排

查，得知黄沙镇某村两姓村民因修河堤
可能引发纠纷，便迅速要求派出所会同
当地党委政府开展会商研判。近日，经
过4天的协调，这起近半年的矛盾纠纷
得到妥善调解。

疫情形势好转后，全市公安民警及
时将工作重点放在春耕生产中的纠纷
排查中，对已发生的纠纷矛盾，派出所
民警做到快速介入，全力化解，不使矛
盾升级成案件。

据介绍，连日来，我市公安部门上
千名民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收
集社情民意，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和治安
巡逻，积极排查、调解矛盾纠纷，将可能
发生的纠纷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中，确
保村民安安心心开展春耕生产。

我市深入开展“千警进千村”活动

让农民安安心心忙春耕

抗洪抢险演练
4月22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咸安

区金桂湖开展“生命之舟”抗洪抢险实
战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旨在全面检验、锻炼、提
升抗洪抢险的组织指挥、现场救援、机
动保障、疏散转移等实战能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志茹
通讯员 刘丽娜 王孙志远 摄

咸宁日报新闻热线：8128770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
道：23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闫英姿在城区检查督导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要求加大力度，
迅速扭转重点区域环境面貌。

闫英姿先后来到朱家垅大
地小区、浮山办事处余佐村、香
泉映月、龙栖蝶谷、同发电气、
泉塘一组塘角路、青龙路大畈
六组等地，实地检查了相关区
域的综合整治及管理情况。

闫英姿指出，当前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正向纵深
推进，环境整治是推进文明城
市创建的基础，必须通过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使我市环

境卫生得到根本改善。
闫英姿要求，要深入开展

环境综合整治月活动，加强建
筑工地和收储未利用地环境卫
生整治。相关部门要督促落实
建筑扬尘防治措施，做好施工
现场周边环境维护，加强渣土
运输管理。督促各类建筑工地
按照“六个百分之百”标准，全
面实行标准化文明工地管理。
对城区临时闲置、收储未用、拆
而未建等地块，各责任单位要
加强管理，综合采取围墙隔断、
植树等措施，杜绝出现种菜、养
殖家禽、堆放杂物和垃圾，以良
好环境引领城市发展。

市领导检查督导城区环境综合整治时要求

以良好环境引领城市发展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报
道：23日，咸宁高新区组织园区
内部分关联企业，举办产品推
介活动。市委常委、咸宁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杨良锋，副市长
吴刚参加活动。

杨良锋一行先后参观考察
和乐门业、立邦涂料、志特新材
料、南玻玻璃、合家新能源、黄
鹤楼酒业等企业，了解企业复
工复产状况，参观企业产品展
示，随后组织召开产品推介座
谈会。

会议指出，在当前疫情防
控从“遭遇战”变为“常态化”的
背景下，稳就业、保民生、促发
展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要抱
团取暖、共克时艰。企业要坚
定信心，在危机中展现新作为，
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出

色的质量、价格、服务打开新局
面。

会议要求，各行业主管部
门要牢固树立“帮企业就是帮
自己”的理念，用好用活国家、
省、市级各项政策措施，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要举一反三，做好
优质服务，为企业提供要素保
障；要建立纽带、搭建平台，将
本地优质产品推介出去。

会议要求，要充分贯彻落
实我市一季度民营企业座谈会
有关精神，各级各部门必须真
作为、抓落实，当好宣传员、服
务员、代言人，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实现政府企业的双向互动，
在特殊时期展现特殊作为。

咸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夏福卿参加活
动。

咸宁高新区组织关联企业

举办产品推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