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敬最美劳动者
赤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周四友

“脏”与“净”的坚守
周四友，是赤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一名环

卫工人。从事这个职业已有28年。
28年披星戴月、寒来暑往；一把扫帚、一个簸

箕、一辆清运车，行走在赤壁的大街小巷上。长年
累月，与垃圾蚊蝇为伴，尽管身上自带“芬芳”，但她
依然深深的热爱着这个岗位。

“脏、累、苦肯定是有，也有不理解的，但这么多
年已经习惯了。有时候调班，还惦记着辖区的卫
生，看到了垃圾，也不自觉的想清扫干净，感觉已经
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一种习惯。”周四友说。

2020年，一场疫情的到来，让城市按下了暂停
键。面对疫情，赤壁市环卫工人没有退缩，按照防
控的要求，认真细致的做好每个小区、街道的消毒、
垃圾清运等工作，为疫情防控贡献环卫力量。

“当时心里是有些害怕的，因为垃圾是有传染
性的，可我们是城市建设的一份子，所以我和同事
都没有休息，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疫情工作出份
力。”周四友说。

如今，疫情向好，城市解封，环卫工人的工作更
加繁忙，但看到美丽干净的公园广场，看到整洁宽
敞的街道马路，看到城市越来越美丽，周四友表示：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我是一个环卫工，我最想说的就是希望每个
人能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自发的参与到爱护环
境、爱护卫生的行动中，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干净美
丽！”周四友说。

新闻点评:
正如易家堤牌坊上写的：识大体

举家搬迁彰显纯朴民风，能吃苦易地
创业造就美丽乡村。

5月的柳山湖，麦子黄，稻谷青，良田
路旁格桑花开。一波波游客在这里体验

农事活动，享受果实的甜美与乡村的诗
情画意。谁也不曾想到，这里曾经沼泽
遍地，血吸虫泛滥，农作物难以种植，移
民们过着愁住愁吃愁穿的艰难生活。

此次柳山湖镇入列2020年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既是肯定了赤

壁政策支持有力，主导产业基础良好，
融合发展初见成效，产业布局科学合
理，联农带农机制紧密，也为今后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了示范模板。

接下来，凝心聚力，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来不得

半点松懈。广大干部群众要一鼓作
气、乘势而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总目标，找准中央要求、赤壁
实际和人民群众期盼的结合点，以新
视野认识新常态，以新谋划推动新作
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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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搬迁造就美丽乡村
——移民镇柳山湖走好“农业+”融合发展之路

○ 通讯员 吕蓉 孙莉 童金璐

2019 年底，以小龙虾为主导产业的柳山湖镇，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20500 元。不久

前，列入国家2020年“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透过这一建设发展成果，我们不难感知这

个曾经的“水窝子”“虫窝子”“穷窝子”，到如今农业产业强镇“移民小镇·田园柳山”的蜕变。 赤壁青砖茶区域公用品牌服务中心正式运营

助推砖茶产业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王丽燕报道：5月15日，赤壁青砖

茶区域公用品牌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赤壁创新聚集区举行。
赤壁青砖茶区域公用品牌服务中心启动运营，将高度

整合区域及周边青砖茶资源，依托产业优势，以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引领产业向品牌化发展，提升品牌价值；充分整
合赤壁农文商旅资源，创新品牌营销方式，进一步拓宽赤
壁青砖茶市场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擦亮“赤壁青砖茶”
这块金字招牌；积极赋能区域内各砖茶企业，提升电商经
营能力，建立线上平台，打通直播渠道，促进企业增收，助
推赤壁青砖茶产业升级。

启动仪式后，3名粉丝量过千万的网红主播分别在抖
音、快手、淘宝等平台推出赤壁青砖茶品牌特惠活动，以带
动赤壁青砖茶产品销售。

“一个电话，我需要的小龙虾养殖饲
料和水稻肥料就送到了家门口！”5月19
日，赤壁市沧湖开发区汤家咀村1组村民
宋世典在赤壁供销小柏三农服务中心购
买的80包饲料及肥料按照约定时间被送
到家门口。

赤壁供销小柏三农服务中心位于赤
壁市赤壁镇小柏山村，日常服务有效覆
盖赤壁镇、柳山湖镇、沧湖开发区、黄盖湖
镇、余家桥乡38个行政村，服务人口近5
万人，2019年完成销售额1500万元。该
中心采取公益性服务、经营性服务和代理
性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民朋友提供农
资供应配送、农家便民超市、农副产品购
销、废旧物资回收、农机和家电维修、小
额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物流等服务。

“在供销小柏三农服务中心买农资，

已经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该中心除了日
常对接我们种养殖户的农资需求，还免费
帮我们销售小龙虾等水产品，周边种养殖
户都对中心的服务感到满意。”宋世典对
赤壁供销小柏三农服务中心赞不绝口。

据了解，小柏三农服务中心是赤壁
市供销社“三社一院一中心”基层网点建
设的缩影。目前，赤壁市供销社已恢复
重建基层社25家，村级综合服务社提档
升级157家，领办联办各类专业合作社
98家，庄稼医院22家，为农服务中心3
家。这些供销服务基层网点，为赤壁农
民朋友提供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满足
赤壁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生产、生活需
要，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5月20日，赤壁市曙光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旋耕机正在为中伙铺镇官庄村农

户们翻耕农田。
“过去，单纯以人力务农，不仅人工

费高，工作时间也长。现在，我们合作社
常备各类农机，周边种植户都来租用，机
械化耕种方式，工人请得少，节省了人工
费，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赤壁市曙光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王光明介绍。

据悉，赤壁市曙光种植专业合作社
由赤壁市供销社与余曙光、向海明、王光
明等人共同发起，入社成员117人，土地
流转面积3207亩，托管面积4300亩。现
有大型拖拉机2台，各类运输车辆6台，
旋耕机2台，泥船6台，插秧机1台，微耕
机1台，油菜小麦直播一体机1台，收割
机4台，烘干机1台及一批植保机防设
备，中型育秧基地一个，并配套1000平方
米仓库和大米加工机械设备2台，常年开

展机械代耕、代种、代收、统防统治、谷物
储存业务。

赤壁市供销社相关负责人魏光明介
绍，依托供销基层服务网点，今年1月至5
月，赤壁供销社系统共配送化肥1.4万
吨，为农民节省了50多万元开支；垫付各
种农资商品及服务资金800万元，解决了
因疫情影响，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难
题。还积极组织各农机专业合作社抱团
发展，帮助农户机耕机种机插面积达到3
万1千多亩，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供销服务触角的全覆盖，加快了赤
壁市传统农业到现代绿色农业的转型，
有效促进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助力新农
村和乡村振兴建设，为该市农业高质量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助农触角全覆盖 贴心服务解民忧
○ 通讯员 王莹 王丽燕 袁野

人行赤壁支行1.9亿支农再贷款

“硬核”支持复工复产
本报讯 通讯员鲍强报道：“又签了一笔支农再贷款，

可以为不少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了……”赤壁农商行行长熊
勇军笑着说道。5月18日，赤壁农商行向人民银行申请到
一笔3798万元的支农再贷款，这是赤壁辖内法人银行在人
民银行申请到的第4笔支农支小再贷款。

“这笔贷款可真是救命钱，这么低利率的贷款实实在
在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说起赤壁农商行运用再贷款为
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时，赤壁天瑞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梦寅竖起了大拇指。

享受到再贷款优惠利率的企业不仅仅是赤壁天瑞汽车
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这一家企业。疫情以来，人民银行赤壁市
支行坚决落实支农支小再贷款政策精神。截至目前，共向辖
内法人银行投放支农支小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1.9亿元，惠
及企业217家，累计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1378万元。

来看柳山湖镇2019年一组数据：
稻虾共作每亩收入达 10000 余元，利润

3000-6000 元，是单季水稻效益的 5 到 6 倍；发
展稻虾共作总面积 14000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56.2%；年产值达 1.8 亿元，占全镇农业产值
56.25%。

5月20日，在赤壁市柳山湖镇宇汇供销水产
生态产业园，柳山村村民梅千林送来了4000余斤
小龙虾，过磅、开票，17000元钱鼓囊囊收入腰包。

收购的小龙虾快速进入产业园扶贫车间分
拣、清洗、蒸煮、冷却程序后，梅千林爱人王平均
等数十位剥虾工人麻利地拿起一只小龙虾，快速
将虾头和虾尾分离，分开装篮便完成剥虾程序，
再经过速冻、计量包装、冷冻工序后被销往全国
各地。

这项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手工活，却能让王平
均每天有200元的工钱，一个月收入能达到5000
余元。像王平均这样在宇汇供销扶贫车间务工的

柳山湖镇贫困户就有24人，目前都脱了贫。
“厂里一开工我就来了，老公养虾再收点亲

戚的虾直接送到这里，我就在这里上班，我家主
要收入来源都在这里。”曾因病致贫的王平均一
家人的生计与小龙虾紧密相连。

像梅千林这样从事稻虾共作主导产业的农
户，占柳山湖镇全镇农户的 60%以上。

宇汇供销水产生态产业园是柳山湖镇结合
现有小龙虾产业基础，引进示范带动性强的富民
项目，于2019年 5月投产，年加工处理能力达
2000 吨。并建成小龙虾交易市场、加工厂、冷冻
物流链条、小龙虾养殖技术培训服务中心等，保
障农民获得合理的产业链增值收益。

宇汇供销总经理宋瑶珍说：“柳山湖镇每家
每户都有虾田，水产生态产业园就是一个中转
站。每天收购本镇虾农小龙虾20余吨，解决本地
用工需求170余人，小龙虾逐步成为柳山湖农民
增收的有效途径。”

稻虾共作 产业释放大效应

在柳山湖镇，不仅仅是一只只小龙虾串成了
产业链。

从宇汇供销水产生态产业园移步不远，就是
位于易家堤村和吴家门村的惠群果蔬葡萄基地。

初夏正午，烈日当头。惠群果蔬协会会员陈
新炎在基地内为自家葡萄梳果。“种了4亩葡萄，
早熟的那一批已经套袋，六月中旬就可以采摘
了，年收入可达5万多元。”顺着陈新炎手指的方
向，一排排整齐的葡萄大棚内，葡萄藤蔓上挂满
了半透明的葡萄套袋，一粒粒珍珠般的葡萄隐约
可见。

柳山湖镇惠群果蔬专业技术协会共有会员
290人，培训农民1万余人次。采取“公司+技术

协会+会员”的模式，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
一标准、统一销售、统一分红。发展创建了蔬菜、
葡萄、水蜜桃、有机果蔬和稻虾连作5个生产基
地，总面积达4000余亩。年创销售收入4000余
万元，每亩土地为会员增收3000余元。

连片的生态观光大棚，在这平原地带颇为壮
观，沥青路、水泥路阡陌纵横，清丽的格桑花沿路
盛放，即便葡萄成熟还有些时日，美丽的田园风
光仍吸引不少游人来此郊游。

葡萄种植结出了“金串串”，柳山湖镇趁势建
成现代农业示范区千亩葡萄园种植基地，大力发
展“三产”体验农业、观光农业，2019年接待旅游
人数 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0 万元。

观光农业 拉动乡村旅游经济

“目前吊瓜苗已进行上藤和搭网，有安徽
固定收购商，不愁销路”，赤壁宏宇种植专业合
作社股东之一陈子平说，合作社去年在易家堤
村培育试验田 50亩，经济效益明显。为了扩
大规模，流转包含吴家门和易家堤两个村的土
地进行大面积规模种植，产业规模现达到430
余亩。

吴家门村支部书记汤志高介绍，以前村里的
田地因收益较低没人种。近年来，柳山湖镇党委
政府面向市场，引来多种产业，采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当地农民百姓在合作社工作，
是既得了流转土地的钱又有合作社打工的收入，

百姓钱兜里鼓了，都露出了满意笑容。
在腊里山村水生蔬菜基地，4月种下的田藕

已长出荷叶。4000余亩水生蔬菜基地，为该村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增收20余万元，解决村劳动力就
业60余人，年均发放务工薪酬100万元以上。

柳山湖镇经济产业紧扣“农”字，全镇围绕
“强特色、响品牌”的目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下
辖 6 个行政村，村村都建成农业产业基地，申报
注册了“易家堤”“柳山头”“贞诺”等特色农产品
商标。同时以赤壁市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契机，打造“移民小镇·田园柳山”，做好

“农业+”，走好融合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 支持“农+”融合发展

赤壁强化宣传引导

推进黄盖湖湿地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胡娟报道：5月18日，30余位身着红

色马甲的志愿者在余家桥乡农贸市场分发宣传单，开展以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为主题的黄盖湖湿地保护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由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余家桥乡人民政府、
市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等单位，黄盖湖河湖巡
护员、赤壁义工志愿者组成的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向农
贸市场内摊贩、经营户发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单及手册，
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深入农贸市场周边餐馆开展检
查，严禁贩卖、食用野生动物。

志愿者一行还前往余家桥乡丛林村，手拿火钳和黑色
垃圾袋，清理黄盖湖岸边各类垃圾，维护黄盖湖清洁卫生，
切实保护黄盖湖生态环境。

绿色果蔬抢手货 通讯员 黄富清 李素娟 摄

田园柳山美如画 通讯员 江陈 摄

园间管理结硕果 通讯员 黄富清 李素娟 摄

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赤壁2所学校将建少年宫
本报讯 通讯员聂燕婷报道：5月19日，湖北省文明

办发布《湖北省2020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名单公示》，赤壁市神山镇中心学校和余家
桥乡中心学校榜上有名。

赤壁这2所学校，将依托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进行
修缮并配备必要的设备器材，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管
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课外活动的公益
性活动场所，面向乡镇学生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