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间道路蜿蜒、树木耸立，薄雾尚
未消散，穿行其中，神秘感油然而生。
27日上午，记者乘车从石航山山底出
发，“爬行”约半个小时，到达通山县国
有石航山林场石航山村阮碧山自然湾。

“半个小时很快了，以前没三四个
小时，都别想到这里。”恰逢75岁村民
阮长普外出，他说，过去村里不是石头
路就是泥巴路，生产生活都不便，多亏
了“绪立”回村，让村庄大变样。

阮长普口中的“绪立”，就是石航山
村党支部书记阮绪立。平头、浓眉、大
眼，初见给人一种稳重、踏实的感觉。

阮绪立今年41岁，是阮碧山自然
湾人，当过5年兵，2003年退伍后，在
外从事装修行业，但内心深处一直有帮
助家乡发展的强烈愿望。

2014年，村“两委”换届，在村民的
推选下，阮绪立成为石航山村党支部书
记，开启了助力家乡发展之路。

石航山村登记在册的村民有129
户449人，由于村庄位于高山之上，发
展较为落后，村民生产生活不便，大部
分村民移居他地，石航山村成了名副其
实的空心村。

如何让空心村变成富裕村？
阮绪立分析认为，石航山村的地理

位置、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其实并不
差，村庄发展落后的原因在于，基础设施
和产业过于薄弱，看不见发展前景，导致
村民纷纷离去，而人员的流失则导致村
庄发展更加困难，形成了恶性循环。

“要想富，先修路，首先要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阮绪立决定先解决基础设
施问题，并将修路放在第一位。

通往石航山村的路，原本是一条不足
两米宽的泥巴路，因村内人员逐渐减少，道
路几乎无人维护，加之常年被雨水冲刷，
路基被毁，一眼望去，只见荒草不见路。

2015年以来，阮绪立积极向政府
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并自掏腰包提前垫
资28万元用于修路。

调解矛盾、现场督促、运送物资……

阮绪立始终为修路而奔波。功夫不负
有心人，去年，宽4米、长8.6公里的盘
山水泥路正式通车，上山时间不到原先
六分之一。

去年，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石航山
上的猪丝毫不受影响，加之今年猪肉市
场行情好。

阮绪立认为，这与村里纯天然的生
态环境密不可分。5月，他在山间圈出
200亩天然山地作为养殖基地，从江苏
引进100只太湖黑山猪放入其中，开启
了生态养殖之路，并鼓励村民参与入
股，实现共同发展。

“今年赚个六七万元应该没问题，
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希望了。”阮绪强是
石航山村的贫困户，黑山猪养殖基地建
成后，他主动入股成为股东之一，同时
兼任了基地管理员一职，每年除收益分
红外，还可获得固定工资24000元，被
市里评为“脱贫之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阮绪立
介绍，结合县里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县目标，还利用村内自然资源，发展车
厘子、猕猴桃采摘等农旅产业。同时引
入了盛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对石航山
进行全面开发，全力将石航山打造成通
山旅游“后花园”。

通山国有林场石航山村党支部书记阮绪立

“生态致富梦”填满“空心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宋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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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30日受反气旋环流影响，晴天到多云；31日～11月1日受冷空气影响，阴天有小雨。具体预报如下：30日：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3级，12～22℃；31日：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3级，14～20℃；1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3级，13～17℃。明日相对湿度：60～90%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
讯员徐永、邹辉报道：10月 21
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采取视
频会议的方式，对崇阳县“中国
天然氧吧”创建工作进行复核。

创建活动由中国气象服务
协会组织。符合“年人居环境
气候舒适度达‘舒适’的月份不
少于3个月，年负氧离子平均浓
度不低于 1000 个/cm3，年均
AQI指数不大于100，旅游设施
齐全、服务管理规范”等基本条
件的区域，可申报“中国天然氧
吧”。经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设立
的“中国天然氧吧”创建评选委
员会审查、复核、综合评议后，最

终评选出符合条件的地区。
崇阳地处幕阜山脉中段北

麓，陆水流域中游，境内山清水
秀，空气质量优良，森林覆盖率
达60.76%，是名副其实的天然
氧吧。 近年来，该县秉持“两
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制定
了崇阳县“中国天然氧吧”创建
实施方案，并多次召开政府常
务会和专题协调会研究解决创
建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形成了

“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群众参
与”的共创格局。

据悉，此次复核会后，将于
今年11月初对“中国天然氧吧”
创建地区情况进行公示。

崇阳创建“中国天然氧吧”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余谦报道：10 月 27 日上
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中百
仓储咸宁购物广场举办2020年
咸宁市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
区、进校园、进乡镇”消费者教
育活动启动仪式，并开展现场
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消委会成员单
位和湖北纤维检验局咸宁分局
的专业技术人员接受消费品质
量安全咨询，工作人员向消费
者发放非医用口罩、一次性餐
具、儿童玩具、家用电器等产品
的安全消费知识宣传资料，现
场演示如何快速识别“黑心
棉”，接受消费者对黄金、食品

等的快速检测，并对受理的投
诉进行处理。现场消费者均表
示讲解答疑十分详细，对一些
产品的质量安全知识有了进一
步的了解。

据了解，活动以“促质量安
全走进乡镇，为农民消费保驾
护航”为主题，致力于增强广大
消费者特别是农村消费者的消
费质量安全意识，不断提升科
学消费、理性消费能力。同时，
督促消费品生产经营企业依法
落实主体责任，努力形成政府
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消
费者参与的消费品质量安全共
治格局，不断推动消费品高质
量发展。

力保消费品质量安全

我市启动“三进”活动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特约记者谢
燕子、通讯员孙金龙报道：“‘第一书记’，
就是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10月13
日，走进嘉鱼县鱼岳镇西街社区三国印
象党支部，支部“第一书记”、县人社局
干部周火林说。

三国印象支部所在网格，由三国印
象小区及原鲁港村“村改居”小区构成，
现有居民381户1046人，居民以渔民、
原陆码河沿岸散户居民为主。

过去，由于无人管理，居民区垃圾
常年积存无人清理，道路破损无人过
问，几盏路灯破的破、瞎的瞎，最令人头
疼的是因长久以来只有一个用水户头，
水费收缴十分困难，为这事，居民没少

“扯皮拉筋”。
5月，三国印象小区党支部成立。

第一书记周火林发动支部下沉党员干
部，协调各党员所在单位，组织对小区
陈年垃圾进行清理。随后，又对小区部
分破损道路进行维修，对损坏的路灯进
行更换。

“小区在第一书记、下沉干部及所
在单位的协调帮助下，有了大改观，居
民反响很好。”西街社区党委书记蒋威
透露，曾有居民准备赠送锦旗，被他婉
言谢绝了。

该小区党支部书记曾庆红介绍，现
在小区正积极对接自来水公司，着手对
用水管线进行改造，实现一户一表，彻
底解决用水问题。

和周火林一样，嘉鱼县一中教师张
彪，也是在5月下沉到北街社区，任磨
盘路党支部“第一书记”。

结合磨盘路网格单位宿舍多、党员
干部集中的特点，从事学校党务管理的
张彪，将多年工作经验也带到社区，并
逐步形成一套高效的工作模式：以每月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主抓手，活动前认
真开展问题收集和梳理，活动中集体讨
论、分解问题并由各党员认领，活动后
跟踪落实并及时反馈。

在该模式带动下，磨盘路居民反映
比较强烈和集中的问题，被迅速发现解
决。

今年4月以来，该县共对鱼岳镇9
个城关社区调整、设置130个小区（网
格）党支部，选派了96名机关党员干部
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下沉到社区、
建功在一线，涌现了一大批敢担当、善
作为的“第一书记”：茶庵社区后花园小

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县应急管理局干
部陈刚，主动联系企业，为小区党员群
众活动阵地配齐办公设施；小湖社区万
鑫国际小区党支部“第一书记”、县税务
局干部许翔，积极协调物业公司和业委
会之间关系，为小区自治提供了制度和
人员保障；东街社区爱尚亿嘉党支部

“第一书记”、县气象局干部李志忠，走
片区入居户，协调小区居民邻里矛盾，
是小区居民公认的“贴心人”……

“这批‘第一书记’，下沉到社区、实
干在一线，抓党建促自治、引资源强支
部、沉一线办实事，在疫情防控、创卫创
文、基层党建和社区管理中主动作为，
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为嘉鱼强化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保
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如意评价。

抓党建促自治 引资源强支部

嘉鱼96名“第一书记”下沉社区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周清霞、
刘镇娇报道：今年，市审计局坚
持把保民生作为最大政治任
务，以“三坚持”举措扎实开展
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
助力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坚持财政资金为主线，严
把资金使用关。通过摸底民生
资金投入规模和分配使用情
况，促进资金分配使用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运用大数据分析
手段，揭示不符合条件人员违
规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
创业补贴等问题，压实资金使
用效果，做到精准惠民。

坚持规范管理为导向，严
守权益保障关。重点关注财政
资金分配较少，但与民生密切

相关的农民工保证金等非财政
资金领域，揭示相关部门在资
金审核、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督
促其从服务民生大局、维护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出发，立足公平公
正，兼顾基础监督面，加强重视和
管理，做到精准兜底。

坚持服务民生为目的，严
抓政策落实关。通过剖析政策
落实监管漏洞，向资金拨付终
端环节下沉，对非直达惠企财
政资金的创业孵化基地场地租
赁及水电补贴受惠对象等进行
延伸审计，排查监督真空；通过
进一步延伸调查企业政策获得
感，揭示政策落实未及时到位
等问题，倒逼主管部门责任自
省、积极作为，做到精准扶持。

市审计局“三坚持”

助力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十里画廊洪下村，五户连片添新景。
10月14日，记者在崇阳县天城镇

洪下村看到，村委会门前灯笼高悬，长
廊延伸，建有莲花鱼池、文化茶室和观
景平台。

“我们以五户连片打造小景点，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完善美丽乡村大景
点，建设花园式乡村。”洪下村党支部书
记吴小军介绍，邻近村委会的这五户，
周围曾是一条臭水沟，现在改造成幕瀑
墙、莲花池，通过玻璃循环道连接十里
画廊走廊。走廊栽上了藤条，修建了文
化茶室和观景平台，村民和游客来到这
里，可以边喝茶聊天，边观赏隽水河两
岸秀美风光。

洪下村地处崇阳县与赤壁市交界

处，隽水河贯穿全境，流入赤壁后称陆
水，两岸山清水秀，竹海松涛。从崇阳县
城乘船沿隽水河穿行洪下，映入眼帘的
是两岸连绵十余公里的楠竹海洋，犹如
人在画中游，洪下村十里画廊由此得名。

近年来，崇阳县交通局以“四好农
村路”建设为契机，将连接崇阳和赤壁、
途经洪下村的赤通公路改造成宽阔平
坦的旅游公路。沿线两旁，县林业局栽
下四季常青的绿树、五光十色的花草，
并栽种了185亩杨梅、樱桃、橙子等果
树。

洪下村乘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沿
线民房统一立面改造，还建起9家农家
乐。电影《白蛇传说》的成功拍摄，给洪
下村新增两处景点：一处为隽水河上游

的雷峰塔，一处为隽水河下游的许仙人
家。自然景点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游
客流连忘返。

今年，洪下村以五户连片建小景
点，进一步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连点成
片，打造花园乡村。计划建设30个小
景点，目前已完成7处。

沿隽水河，该村建成长150多米宽
50米的洪上休闲港湾观景平台，每逢
节假日，吸引众多自驾游客人来此歇
脚，观景赏月。

与赤壁市交界处，该村建起休息亭，
把周围四户民房建成花园式住房，一眼
望去，花团锦簇，绿树成荫。

沿赤通旅游公路，该村建起生态停
车场，方便村民和游客停车。今年十一

黄金周，脱贫户徐浩的农家乐因建了生
态停车场，游客天天满座。他说：“今年
收入超过15万元没问题。”

1941年夏，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
率领崇阳组织部长赵斌甫等一行6人，
从鄂城华容出发，步行回崇阳。王佛炳
深夜到达洪上章家休息，因保长章天贵
告密被捕，被杀害于洪上三眼桥。如
今，洪下村在王佛炳遇难处建亭立碑，
供后人缅怀瞻仰。

十里画廊添新景，美丽乡村洪下
村。该村先后被评为全省百名旅游名
村、湖北省宜居村庄、湖北省绿色示范
村、咸宁市十大美丽村庄，已成为崇阳
县旅游的一张名片，正向慕名而来的游
客展示魅力和美丽。

崇阳县天城镇洪下村：

生态画廊添新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特约记者 胡向辉

抢抓晴天
升级道路

23 日，武赤线官桥至石埠塘段改
建工程启动沥青混凝土上面层摊铺施
工。

据市安达公路养护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工程由原路宽12 米的二级
公路改建为24.5米的一级公路。为确
保早日实现全面贯通，施工人员抢抓
黄金季节，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黄龙林 摄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谭
宏宇、通讯员吴忠勇报道:10月
29日，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
令员、市国动委副主任来承坦
率市国动委各专业办公室工作
人员，深入崇阳、赤壁、咸安相
关企业调研国防动员工作。

工作组通过实地参观、现
场座谈等方式，进一步摸底全
市国防动员资源潜力，挖掘国
防动员建设新增长点。

来承坦指出，国防动员工作
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
战略举措。咸宁军分区、人武部

以及国动委各专业办公室要积
极适应新时代国防动员工作新
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职责
意识，分级分类压实责任。要围
绕动员支援保障作战核心职能，
抓重点、破难题、促发展，把潜力
摸实、把队伍建强，有效提升国
防动员建设质效，忠实履行使
命任务。希望相关企业积极助
力国防动员事业，加大军地科
技交流合作与成果转化力度，
推动军民融合向更高领域、更
深层次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防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调研国防动员工作时要求

把潜力摸实 把队伍建强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
10月26日，团市委、市少工委
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开展了
咸宁市“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
代新人”示范性主题队日活动。

活动中，少先队员们观看
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70周年短片《泪目：
抗美援朝那些人儿》，感人的画
面、动人的旋律，使大家仿佛置
身于那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
场，志愿军战士们为了祖国和
民族的尊严，前仆后继、英勇战

斗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大
家。

团市委书记刘珈以现场互
动、数据对比、讲述史实、观看
视频的方式，从“我们为什么要
进行抗美援朝”“我们是这样赢
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三个方面，带领少先队员们学习
习近平爷爷在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大家
上了一堂生动的微队课。

致敬抗美援朝争做时代新人

团市委开展主题队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