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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南下、中低层切变线和西南急流影响，未来一周降水持续。具体预报如下：19日：北部小到中雨，南部大到暴雨，偏北风1～2级，21～25℃；20日：小到中雨，偏北风1～2级，21～27℃；21日：小到中雨，偏北风1～2级，23～29℃。今天相对湿度：85%～100%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实
习生吴赛报道：18日下午，我市
召开自然生态公园城市第二次
专题学习会议，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闫英姿出席会议，副市
长吴刚主持会议。

本次专题学习，邀请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李景奇作国土空
间规划与中国公园城市建设解
读专题讲座，围绕大部制改革
与中国规划体系、乡村建设的
双轴驱动、国家公园体系与公
园城市建设、咸宁建设公园城
市的思考四个方面，介绍了公

园城市在城市规划角度上的沿
革与发展。并给出了建设自然
生态公园城市纲领，即守住生
态底线、建设五彩咸宁、传承历
史文脉、推进产城融合。

会议指出，本次的专题学习
会议是宝贵的精神食粮，要认真
学习领会，结合当前正在开展
的推进高质量发展“六大”活
动，以深实严细久的工作作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能
力和工作本领，推动我市自然
生态公园城市建设落地见效。

我市召开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第二次专题学习会议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全闯
报道：5月28日，通山县大畈镇板桥村
枇杷酒庄内，卖掉枇杷的农户脸上挂满
了笑容。这里每天收购枇杷3万斤左
右。

枇杷酒庄即通山协力绿色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收购农户未能卖出的
枇杷，用来制作枇杷酒、枇杷膏等产品，
既能解决农户枇杷销路问题，又延伸了
产业链，增加枇杷的附加值。

章勋江是板桥村6组村民，早年在
县里某部门做临时工，2011年被诊断
为慢性结肠炎，昂贵的医疗费导致家中
负债累累。2014年，章勋江被评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贫困帽早就摘掉了，现在每年光
卖枇杷就有近万元收入。”章勋江说，他
抓住镇里发展枇杷种植机遇，将家中3
亩荒地全部种上枇杷。刚开始种枇杷
时，他还有些担忧，自从枇杷酒庄建成

后，卖不完的都可以送去，有多少收多
少，感觉吃了一颗定心丸。

枇杷酒庄负责人阮峰是大畈当地
人，过去常年在外做生意，但始终想着
为家乡做点事。他发现，每到枇杷丰收
季节，不少农户会为销路而发愁。于
是，在2016年，他投资1000万元建成
枇杷酒庄，专门收购农户无法卖出的枇
杷，然后进行深加工，为农户增收上了
一道“保险”。

据悉，枇杷酒庄每年可为近300户
农户解决枇杷销路问题。且在酒庄就
业的还有40人，其中贫困户19人。此
外，枇杷酒庄每年还会拿出95000元
帮扶资金，定向帮扶村内贫困户。

“按照我们今年定的产量，预计可
消耗50万斤枇杷。”阮峰向记者介绍，
今年公司投资200万元，新增了自动化
清洗生产线和200吨的发酵罐，枇杷消
耗量将比去年增加三分之一。

“有枇杷酒庄的帮助，我们对实现
致富更有信心了！”章勋江说。

通山大畈镇能人发展枇杷深加工

300农户种植枇杷不愁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16日上午8时10分，记者来到潜
山国家森林公园，沿着木质台阶往
上，不一会儿，就被悠扬古典的乐声
吸引。

循着乐声，来到昌明书院旁小广
场，只见20多个身着练功服的大爷大
妈，正站在打扫得干净整洁、没有一
片落叶或垃圾的小广场上，跟着小音
响的乐声，舞着太极剑。

小音响的音量控制得很好，不大
不小，既不会让人觉得吵闹，也让大

爷大妈们听得清清楚楚。
“这里是公共场所，我们的晨练

健身不能打扰别人。而且，这么好的
场地，得好好爱护。”年近六旬的度细
荣，是潜山公园这支太极队的队长，
她告诉记者，队里每个人都认同这一
观点，并自觉践行。

据了解，潜山公园太极队共有
队员 65 名，多为附近单位退休人
员，队里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50
多岁。

乐声悠扬、身影翩跹，引得路过
的市民驻足观看、点赞。

“爹爹婆婆们素质高，音量总是
调得低低的，听着舒服。”每天坚持早
起爬山的尹女士说，经过这个小广场
时，总会不自觉驻足欣赏一番。

家住附近的市民小吴，也对爹爹
婆婆的体贴、细心竖起了大拇指：“公
共场所，能做到自觉不扰民、保持卫
生，这样的爹爹婆婆，才是一个文明
城市需要的。”

红榜：潜山昌明书院旁小广场

黑榜：市人民广场、丹桂大厦前小广场、咸安区嫦娥广场

14日晚上7时40分，记者来到市
人民广场。

还未走进广场，就被高分贝的声
响，震得耳朵不适应。

“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我把
你放心上刻在了我心膛……”这边，
伴随着歌曲，几十人正成双成对，翩
翩起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
边，30多人正在一名年轻女孩的带动

下，合着音乐，起劲跳动。
记者看到，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地

方，就有四个音响，都在大声放着乐
曲，四伙人随着音乐起舞。

趁一个广场舞队伍休整的空隙，
记者问队友，音响怎么不调小声一
点？对方回答：“这里人太多了，跳舞
的也多，开小声了听不见。”

带着孩子来游玩的王女士说，这
样的场面虽然欢快有活力，但吵人的
巨大声响，却让人想赶紧逃离。

市民孟女士表示，游园广场存在
的目的就是给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
场所，不是说不让大家跳广场舞，而
是希望尽量控制好音量，不扰民。

“尤其是现在，孩子们马上就要
高考，这样恼人的噪音，严重影响到
孩子们学习。”家住中央城小区的胡
女士，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管理，给
孩子们一个安静高效的学习环境。

丹桂大厦楼前的小广场上，也有
类似现象。17日晚上7时，记者来到
这里时，已经有队伍在这里跳舞。

该小区居民表示，这里有三四支广
场舞队伍，除了一般的大号音响，还有
超大号音响播放音乐，经常跳到晚上9
点多，给附近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小区居民李女士家里有刚出生
不久的婴儿，因为这里的噪音，孩子
无法正常休息，常常哭闹。

小区住户小王是一名高一学生，
他告诉记者，去年在准备中考时，也
受到楼下广场舞噪音的极大影响，两
个门关着都听得见。如今在家上网

课，也受到很大影响，无法集中精力。
“我们跟社区反映过，跟派出所、

城管单位也都反映过，但是效果不是
很好，有人来他们就把音量调小点，
人走了，一切照旧。”附近居民表示，
他们跟几支广场舞队伍进行过多番
交涉，但是始终没能解决问题。

16日晚上，记者在咸安区嫦娥广
场，看到不大的区域里，集中了三四
支广场舞队伍，巨大的音响让这里变
得异常嘈杂。

“广场上音响喧天，广场旁的露
天KTV声音不绝，这里成了个巨大的
噪声源。”附近住户吐槽。

咸宁日报新闻热线：8128770

聚焦难点痛点堵点

记者手记：不管是太极拳、还是
广场舞，作为一种既能锻炼到身体
又能娱乐到心情的团体运动，无疑
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然而，当这种乐趣所产生的噪
音，给其他人的生活带来困扰时，特

别是现在临近高考、中考，相关部门
以及参与者就需要好好反思了。

环保、城管等相关部门应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区
域噪声标准》进一步强化管理，按照

昼间 55 分贝、夜间 45 分贝限值要
求，加强监管、引导，通过限时段、限
区域、限音量等方法，为考生创造良
好学习环境、为市民营造舒心的生
活环境。

太极拳、广场舞参与者，应从

自身做起，传递文明，引领风尚，做
到严格控制活动时间、考试期间酌
情暂停；选择合适舞蹈场地、遵纪
守法服从管理；控制音量避免噪
音、文明礼让互帮互助，跳出“文明
范儿”。

本报讯 记者李嘉、见习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吴超金报
道：6月 15 日晚，通城县万雅
国际商贸中心的夜市上，县公
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拉起横幅，
亮起警灯，地摊上摆着一张张
禁毒标语，吸引市民驻足观
看。

这是通城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创新禁毒宣传教育模式的一
个镜头。在“6·26”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该大队开展以

“全民禁毒，健康生活”为主题
的禁毒宣传活动，以风趣幽默
的禁毒宣传单为“商品”，向群

众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全面提
升群众识毒、拒毒能力。

现场，民警将各类禁毒宣
传资料以地摊形式摆放，拿着
小喇叭进行禁毒宣传，利用毒
品仿真样品、宣传单向市民介
绍禁毒知识。同时，设置有奖
问答环节，市民通过答题及关
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可免费
领取礼品。

据了解，此次禁毒宣传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0 余
份，各类小礼品1000余份，使
广大市民增强了禁毒观念和
意识。

通城县公安局

开展夜市禁毒宣传

基地打工
促增收

6月13日，赤壁市黄盖湖镇大湾村
金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基地，当地农户
正在甜瓜棚内梳理瓜藤。

该基地占地200余亩，是一个集农
业风情、种植文化、科普教育、休闲娱乐
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科技园，主要
种植西瓜、甜瓜、桃李、柚子等瓜果。在
基地的带动下，有 20 余户贫困户实现
家门口就业，年收入超过2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廖媛媛 摄

文明创建红黑榜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
讯员熊金兰报道：昨日上午，嘉
鱼县簰洲湾堤月亮湾段崩岸
处，随着最后一方石料投入江
中，月亮湾崩岸抢险工程全部
完工, 这也标志着此处的险情
被成功排除。

据悉，月亮湾段所在的簰
洲湾河埠险段，历史上曾数次
发生严重崩岸、管涌等险情。
为确保大堤安全，我市先后多
次对该险段进行综合整治。今
年汛前，市、县水利部门进行检

查时发现，在月亮湾段距离堤
脚50米处出现崩岸，崩坎陡高
5米，险情严重。

发现险情后，市、县防汛指
挥部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进行勘测分析，制定出抛
石固脚方案，决定投入150万元
应急资金，启动崩岸抢险工程。

此次抢险施工共投入石料
7800 方，抛石固岸长度 250
米。随着崩岸抢险工程的全部
完成，簰洲湾堤防洪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

投入石料7800方

簰洲湾堤崩岸险情被排除

如今，于广场一方，相约而舞，随乐而动，已经成为不少大爷大

妈休闲娱乐的主流方式。

尤其是，近年来，咸宁修建了不少公园、小游园，给大爷大妈们

增添了一批可以随意舞动、伸展拳脚的广场。晨起或傍晚，总能在

广场上看到随韵律摆动的身影。

然而，有不少市民反映，广场上，除了欢快的舞姿，还有恼人的噪音。

广场上，何时能只闻乐声不听噪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
习记者谭宏宇报道：18日，我市
召开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二届
一次理事会议，学习贯彻全市
统战工作会议等相关会议和文
件精神，回顾总结去年的工作
成效，表彰优秀会员，安排部署
今年工作。副市长、市知联会
会长刘复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复兴指出，知联会是重
要的统战组织，汇聚各方面的
代表人士，要加强政治引领，充
分发挥会员在社会各方面的骨
干作用和影响力。要发挥人才

优势，围绕中心建言献策，凝智
聚力服务大局，更好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形成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大合力。

刘复兴要求，要加强组织
建设，创新组织形式，不断增强
凝聚力和吸引力。加强队伍建
设，让知识分子在实践中积累
经验，增长才干，锻炼成长。加
强制度建设，推动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增强工
作实效，为咸宁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力量。

市知联会二届一次理事会召开

为咸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实
习生吴赛报道：18日，我市召开
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体
检工作部署会议，介绍公园社
区体检方案，部署公园社区体
检工作。副市长吴刚出席会议
并讲话。

吴刚指出，公园社区体检
工作是我市主动作为的一项创
新型工作，对于建设自然生态
公园城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要将此项工作与市委市政府

“六大”活动有机结合，统一思
想认识，明确工作任务，采用

“小切口大文章”的思路，主动
谋划各项工作。

吴刚要求，要通过调研，找
到城市当前存在的问题，有针
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拿出完
善的“体检报告”。要构建集城
市运行、城市病发现、城市病治
理相结合的城市体检评估系
统，对城市体检指标实时监
测。要制定城市专项整治方
案，针对“体检”发现的问题，对
症下药，拿出任务清单。要构
建长效监测与反馈机制，形成
常态化公园社区体检工作机制。

治疗“城市病” 率先做体检

我市部署公园社区体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