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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7～9日受中低层弱切变影响，有阵雨；9日冷切南压、冷空气南下，小到中雨，局部有强对流。具体预报如下：7日：阵雨，偏南风2～3级，21～28℃；8日：阵雨，偏南风2～3级，22～27℃；9日：小到中雨，偏北风2～3级，19～26℃。明天相对湿度：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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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者刘会文报
道：6日，记者从通城县大坪乡
内冲瑶族村获悉，五一长假4天
时 间 ，到“ 中 华 古 瑶 第 一
村”——内冲瑶族村来的游客
日均万人以上，自驾进村车辆
日超2000辆，迎来开园后的第
一波高潮。

近两年来，通城县依托内
冲瑶族村优良的生态资源和独
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抢抓乡村
振兴机遇，在市委办公室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筹资
9000多万元打造“中华古瑶第
一村”。项目包括瑶望千年广
场、古瑶风格迎宾门楼、标准化

停车场、湿地公园、瑶乡古街、
瑶民居立面改造、党群服务中
心新建等，融瑶乡风情、山水田
园、中医药文化于一体，集休
闲、度假、娱乐、健身、民宿、餐
饮、会议等于一身，也是通城县
首个按照AAAA旅游景区标
准打造的重点美丽乡村示范项
目，拥有“江南天然药库”、“中
国古瑶文化传承基地”、“中国
传统村落”等多张靓丽名片。

五一假期，内冲瑶族村还
推出了展示瑶族文化的文艺表
演、瑶药瑶浴体验、民间手工艺
编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
活动，游客络绎不绝。

五一长假

内冲瑶族村日迎万余游客

占道出店经营，何时走出“治理—反弹”怪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罹患重病，养殖遇挫，从未改变祝
木生脱贫致富的初衷。

祝木生是通山县下杨村的一位普
通村民，过去长年依靠外出务工赚钱养
家。

祝木生的第一场战斗发生在他和
病魔之间。2009开始，他先后患上鼻
咽癌和膀胱癌，让这个本就不宽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能就
此认命。”看到默默陪伴自己的妻子与孩
子，祝木生及时调整心态，重拾信心，坚
定信念，积极配合治疗。经过精心的治
疗和家人的悉心照料，他两次成功“战
胜”癌症，成了远近闻名的“抗癌斗士”。

但是两场大病也掏空了他的家底，
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结束了和病魔
的战斗，祝木生又开启了他的第二场战
斗，这回对手是贫困。

遭遇猪瘟，始终坚定致富梦想

“刚开始养猪是‘迫于无奈’，欠了
很多钱必须要还。”祝木生说，治病花费
了近12万元，其中大部分的钱都是向
亲朋好友借的。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2011年，祝木生身体恢复后，借款买来
一只母猪，开启了养猪之路。

喂养、打疫苗、放风，为将猪养好，

夫妻二人起早摸黑，如同照顾孩子一样
“伺候”着猪，不敢有丝毫松懈。功夫不
负有心人，夫妻二人凭借着不懈努力，
从最开始的一只发展到几十只，再发展
到数百只。

养猪产业不断扩大，欠下外债即将
还清，眼见幸福日子就要来临了，他们
却遭遇猪瘟，百余只猪全部死亡。

2016年大年初一，祝木生早早来
到猪场喂食，点燃鞭炮推开圈门，只见
猪全部倒在地上，无论如何赶都一动不
动。祝木生眼前一黑，瘫坐在地上。

祝木生推掉了与亲戚约好的年饭，
联系兽医，发现一切因口蹄疫病毒而
起，虽然采取了救治措施，但已无济于
事，110余头猪全部死亡。

这位能战胜癌症的小个子男人，几
乎因此倒下。但是，他最终没有倒下。
经过反思，重新踏上战场的祝木生开始
恶补养猪技术，他要继续他的脱贫战。

为防止“意外”再次发生，夫妻二人
倾注了更多心血在其中，生怕出现半点
差错，2018年，祝木生养的猪发展到了
300多头，成功摘下“贫困帽”。

2019 年 6月，口蹄疫再次来袭！
这一次，准备充分的祝木生沉着冷静，
对症下药，虽然花费了2万余元，但所
有染病的猪全部治愈。

然而，这并非最终结局。就在几天
后，通山县突发非洲猪瘟，祝木生的养
猪场最终未能幸免，所有的猪全部被捕
杀，损失惨重。

这次猪瘟，让很多人尤其是养殖户
“谈猪色变”，但是却没有击倒这个体重
不足七十斤的瘦弱男人。“战斗”经验丰
富的他，自然不会轻易认输。

“只要人在，终会迎来幸福生活！”
祝木生说，坚信只要辛苦劳作，终将走
上致富道路。

现在，祝木生重新购入的6只母猪
即将生产，他的战斗仍在继续。

多产发展，终将迎来美满生活

今年，通山县政府组织专家下乡送
农技，得知祝木生的情况后，免费赠送
一批肥料，鼓励他发展新产业，增加抗
风险能力。

穿过林间山路，行走于田间小道，
一片新开辟的土地映入眼帘，一块块白
色塑料薄膜整齐排列在田间，薄膜底
下，一颗颗种子已冒出了嫩芽、将薄膜
拱起，祝木生忙着帮助新芽破膜而出。

“这里是我今年新种的西瓜，每天
都要过来看看。”祝木生说，除了重新养
猪外，他还打算发展种植业，这相当于
给自己加一道“保险”。

2019年，祝木生种有3亩多红薯，
原本计划用作饲料从而节约饲养成本，
谁料突发非洲猪瘟，他的猪全部被捕
杀。祝木生将红薯全部打磨成粉进行
售卖，成功增收近万元，弥补部分损失。

2020年再次发展养猪产业后，祝
木生与妻子商量决定多发展一些种植
业，以防万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村民可
以外出务农后，祝木生积极在村内寻找
无人耕种的荒地或荒山，重新进行开
荒，并种上了16亩玉米和1亩西瓜。

“西瓜就在村里卖，玉米既可以当
饲料，也能拿来出售。”祝木生说，一亩
地的西瓜在村内就可以卖掉，玉米则可
以全部拿来当猪饲料，节约饲养成本，
就算万一猪再出问题，也可以通过卖玉
米来增收。

走进祝木生家中，一个个装得满满
的蛇皮袋几乎堆满了整个客厅。

“这些都是种植所需的肥料。”祝木
生说，一共有53包，其中37包是政府
免费发放送的。另外，政府还将根据产
业奖补政策，给予他1200元奖励。奖
励虽不多，但更加激发了他发展多种产
业的热情和信心。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养猪和种植农
作物外，祝木生还通过饲养鸡、鸭等家
禽实现增收。

祝木生，这个“斗志昂扬”的汉子，
正在通过双手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祝木生的战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特约记者 孔帆升

黑榜：桂花路

咸宁日报新闻热线：8128770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与滨河西路相隔不远的桂花路，
以店铺多、街道繁华闻名。但是，与它
的繁华一样出名的，还有这条路占道
经营、出店经营现象的普遍。

一家名为“绿源电动车”的店铺，
将几台电动车公然摆在店外售卖，占
据了街道不少位置。一位市民从这里
经过时，不得不小心绕开。

一家名为“双全超市名烟名酒”的
小超市，将几箱椰子汁、凉茶等饮料，
摆在店门外。

一家名为“花有颜”的经营花草的
店铺，将几大盆花以及一架摆得满满
的多肉植物，放在店门前。记者问为
什么将花草摆在店门外，店主回答：

“这是我家店门外，为什么不能摆？”
在桂花路与幸福路交叉路口，一

名卖水果的摊贩，用三轮车装着几十
串香蕉售卖。有市民就站在车来车往
的道路上买香蕉，险象环生。

这条路上，还有两家废品回收站，
将收来的废品，就堆放在店门口。纸

盒、塑料瓶等杂乱堆放，就像一堆垃圾
摆放在街道上。

家住大楚城的市民小王说，这条
路这种现象很突出，整个街道，给人杂
乱无序的感觉。“虽然这里好吃的多，
但整体环境不好，减少了我前往的兴
致。”

在桂花路附近超市上班的市民孟

先生说，这条路的问题，相关部门也治
理过，但是总是整一下、好一时，没过
多久，就又恢复原样了。

据了解，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现象
的整治，市城市管理执法委作为主要
职能部门责无旁贷。不知桂花路的占
道经营、出店经营乱象，何时能得到彻
底解决？

在老咸宁人心里，坐落于淦河边
的滨河西路，一直都是颜值与气质并
存的一条街。

在这条街，小城市的悠闲、舒适，不
紧不慢的生活节奏，都让人为之着迷。

最主要的是，这里看不到一般小
城街道的杂乱。每个店铺，都规规矩
矩地在店内经营；每件商品，都老老实
实地待在该待的地方。

这里，没有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现

象。每段路，都以原原本本的面貌，欣
然迎接过往人群。

清朗的淦河水、初夏的小微风、翠
绿的行道树，和着只见零星几片落叶
的整洁路面，让走在这条路上的行人，
情不自禁地期待生活中的小确幸与小
美好。

家住附近的市民刘清特别喜欢在
这条街上蹓跶。“在这里，不用担心突
然出现在人行道里的牛奶、饮料等商

品，可以毫无障碍地往前走，感觉特别
舒爽。”

市民丁女士，也特别喜欢这条
街。她说，在这里行走，看不到不该出
现在街道上的东西，心情就会很好。

“滨河西路，才是一个文明城市街道该
有的样子。”

滨河西路一家文具店店主表示，不
将商品摆出店外，不占据属于每个市民
的人行道，是规范经营的应有之义。

“再说了，生意好不好，靠的不是
摆出去、占个道，而是靠质量和口碑。”
该店主说，这条街上，虽然店面不多，
但是大家基本都有这个意识。

红榜：滨河西路

文明创建红黑榜

记者手记：不可否认，占道经
营、出店经营是城市管理中一道突
出的难题。桂花路这种低水平的马
路经济现象，未走出“治理—反弹—

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
顽疾确实难治，但非无法可

医。城管部门应担起应负之责，改
变传统的被动式、应付式、突击式的

管理理念，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走出
“治理—反弹”怪圈。

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需要每个
个体的参与和努力。作为经营户，要

不断提高城市意识、文明意识、大局
意识；作为管理执法人员，要以人为
本、文明执法、柔性执法，通过双方的
共同努力，让这一现象不再发生。

城市的文明程度，从大街小巷的商铺可见一斑。人间烟火气，藏在你来我往的一买一卖里；城市的活力，隐于井然有
序的商业环境中。

然而，五一前夕，记者走访发现，占道经营、出店经营现象仍存在，让城市形象大打折扣。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
讯员佘娟报道：4月30日下午，
天气异常闷热，一群环卫人身
穿红马夹、头戴红帽子来到十
六潭公园。烈日下，他们拿着
耙子、扫把、镰刀、铁锹、火钳、
手套、垃圾袋等清理工具，义务
清扫沿路垃圾。

在迎风飘扬的红色党旗、
队旗下，由市环卫局党员志愿
者和温泉环卫处环卫工人组成
的第一义工小分队队员们，在
低头弯腰间拾捡着路边的白色
垃圾。口罩里、头发上都是汗
水，但他们顾不上喝口水休息
一下，一路清理，路面、花丛都
变得干净整洁。

同样一幕也发生在玉泉
街、三元社区里。由桑宁公司

员工组成的第二义工小分队、
永安环卫处的环卫工人组成的
第三义工小分队，分别来到玉
泉街、三元社区清扫。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深入
群众中亮身份、践初心、比作
为，持续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服务发展，该局以第5期支部主
题党日为主题，结合市城管执
法委创文网格化实施方案要
求，前往包保社区网格开展“月
月大扫除、扫扫更健康”爱国卫
生活动。此次活动，该局共组
织86名环卫工作人员参加，分
三支小分队在三地同时进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十六潭
公园、玉泉街、三元社区变得干
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

分队进行 同时出击

市环卫局开展义务清扫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5
日下午，嘉鱼县凤凰大道上的
稳健医疗（嘉鱼）有限公司内，
武昌海关咸宁工作点工作人员
正在对即将出口的手部消毒产
品进行危险品货物包装现场查
验。厂房外，数十辆大货车正
等着货物装车。

“查验通过后，海关系统终
端会出具电子底账，他们就可
以立马装车，送往上海机场顺
利出关。”海关关员李爽说。

据了解，这批价值450万元
的142吨消毒液，是湖北省内生
产企业首次出口该类手部消毒
产品，两天后将运往目的地英
国和日本。

作为全省第一批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之一，这
段时间以来，嘉鱼稳健医疗接到
了大量出口订单。公司质检部
负责人黄经理告诉记者，公司防
疫物资的顺利生产、快速出口，
得益于武昌海关咸宁工作点的
关员们及时介入帮扶。

伴随全球疫情不断升级，
我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产能不
断释放，在保证国内供给相对
平衡的情况下，我市一批医疗
器械生产企业向海关部门紧急
申请出口备案，产品主要包括
新冠肺炎诊断试剂、医用口罩、
防护服、消毒液等。

怎样快速从内需转出口？
怎样生产出质量对齐出口国市
场准入标准的防疫产品？不少
企业在扩大产能的同时也十分
困惑。

为此，武昌海关咸宁工作
点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介入帮
扶指导，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从资质申请到企业
申报，全程为企业提供一对一
帮扶指导。指定联系人对接，
提前对包装性能、标签信息标
注、符合性声明等资料进行审
核。同时开通“绿色通道”，节
假日采取预约加班、快速审核
等方式，在严把质量关的前提
下，实现即报、即查、即放。

助力出口通关 及时受理查验

我市加速出口防疫物资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金
健、通讯员张升明、袁俊报道：4月22
日，在赤壁市余家桥乡大岭村水产养殖
基地，一辆装着鱼饲料的货车缓缓驶近
养殖大户周神林的养殖水池，整个基地
绿意盎然。

4月初，再一次申请到扶贫小额贷
款5万元的周神林充满信心。他说，虽
然脱贫了，但今年受到疫情的严重影
响，必须更加努力，才能不返贫。

前两年，周神林想发展水产养殖，
苦于没有资金，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成功申请到小额贷款。慢慢地，周
神林的水产养殖走上了正轨，家庭人均
收入达到11000多元，成功脱贫。

截至目前，该市为贫困户进行种养
殖技术指导130余人次，新增扶贫贷款
55万元。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可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脱贫攻坚的
脚步有所迟滞。为了确保脱贫攻坚的
目标不落空，赤壁市一边抓紧疫情防控
不放松，一边紧锣密鼓开展脱贫攻坚总
决战。

该市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
他纳入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安排全年
扶贫项目140个，统筹资金3.98亿元。

一边是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
致富，另一边，却是贫困户因为疫情影
响，种养殖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针对贫困户的担忧，4月3日，一场
扶贫集市在柳山湖镇小龙虾交易市场
拉开序幕。该镇30多户贫困户将自家
的龙虾、黄鳝、泥鳅等农产品摆放好，接
受来自该市各机关单位和社会各界顾
客挑选，现场销售一空。

4月5日，在赵李桥镇羊楼洞古街
开展赤壁青砖茶网络“云”销售，赤壁市
领导化身带货主播，通过线上销售助企
增收，为赤壁青砖茶搭建起了新的销售
渠道。短短半小时的直播，线上下单达
350余单，销售额67000余元。

4月15日，赤壁市政府再次参加
央视频携手淘宝直播共同举办的“搭把
手、拉一把”大型公益活动，现场网上下
单青砖茶 4681 件、销售额 25.38 万
元。这些成绩，让该市29200余名从
事茶产业的工人，倍增脱贫致富信心。

赤壁严防因疫返贫
安排扶贫项目140个，统筹资金3.98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刘幸报
道：“感谢社区对龙泉佳苑的肯
定及表彰，这是荣誉，更是责
任，龙泉佳苑党支部将争取更
大进步。”4月21日，在接过咸
安区温泉办事处十六潭社区党
委书记郭芬芳送来的优秀小区
党支部锦旗后，龙泉佳苑小区
党支部书记李万定激动地说。
而那面彰显着荣誉的锦旗，被
李万定挂在党支部活动室最显
眼的位置。

此次被评为优秀小区党支
部的金龙花园党支部和水木岚
庭小区党支部也同时向社区致
谢。金龙花园小区党支部书记
曹家顿表示，将继续努力，不仅
带领小区党员，并且鼓励小区
居民，一起参与小区自治，让家
园更美，让居民更幸福。水木

岚庭小区党支部书记卢克清还
带领社区党委，去观看正在施
工中的党员活动室，预计5月支
部活动时就可以投入使用。

为充分调动小区党员的工
作积极性，激发小区支部的创
新服务理念，完善支部管理长
效机制，十六潭社区党委研究
制定《十六潭社区关于2020年
度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优秀小区
党支部评选方案》，并自今年第
四期支部主题党日开展优秀小
区党支部评比活动，每月根据
组织建设好、党员队伍好、服务
机制好、群众反映好等4个方面
评选出3个开展支部主题党日
活动优秀党支部，授予优秀小
区党支部锦旗以资鼓励，年终
以此为评选年度先进小区党支
部依据。

咸安十六潭社区

评选优秀小区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