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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三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气温持续上升。具体预报如下：19日：晴天，偏北风1～2级，5～22℃；20日：晴天，偏南风2～3级，8～25℃；21日：晴天，偏南风2～3级，10～27℃。明日相对湿度：30～9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报
道：网上“点年灯”，由“福娃”代
为点燃吉祥灯；登雁塔“点年
灯”，360度全景看家乡通城新
景象……近日，通城县雁塔书
画院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传递思
乡之情，喜迎新春佳节。

雁塔工作人员胡从四介
绍，通城历来都有吃团圆饭、守
岁、点年灯的习俗，今年因为疫
情影响，不少通城游子不能返
乡与家人团聚，雁塔书画院特
开展雁归通城·返乡游子“登雁
塔·看通城”暨“点万盏灯·照亮
一座城”春节“点年灯”活动，在

外就地过年的乡亲可以通过网
上购买年灯供于雁塔顶楼，在
通城的居民也可以亲自登上雁
塔顶楼点年灯，纵览通城全景。

据了解，雁塔书画院由通
城城发集团隽达旅游携手东
佳书院共同打造，结合“游美
丽乡村、购世界品牌”城市发
展理念，在通城县标志性建筑
雁塔内，根据七层八面传统建
筑结构特点，从“诗书画影音
味网”七个主题，融合传统文
化“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八个
方面体验，全方面展示“美丽
通城”。

通城县雁塔书画院

推出登雁塔“点年灯”活动

2月9日，咸安区亿丰农贸批发市场临时核酸采样检测点，官埠
桥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对市场重点人群进行采样检测。自去年11月
底开始，官埠桥镇卫生院就安排医务人员，每周二在该市场对冷链
食品从业人员、货运司机等重点人群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李星 摄

市纪委监委激活基层监督“神经末梢”
全市1060个村（社区）配齐纪检委员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村纪检
委员李新华主动上门，多方奔走联系，
帮我办理高龄补贴手续，太感谢了！”2
月6日，通城县四庄乡五花村80岁的
熊晚成老人说。

熊大爷因腿疾不便行走，子女不在
家，且户口本遗失，无法申请高龄补贴。
得知情况后，村纪检委员李新华主动上
门服务，先后到乡派出所、乡便民服务中
心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仅用2天时间，
就帮助熊晚成老人成功申请高龄补贴。

据介绍，从2018年开始，通城县
11个乡镇均设立纪委、派出监察室，全
县185个村（社区），均设立村务监督委
员会、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

这是我市推动纪检监察基层基础
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打通全面从严治
党、强化监察监督“最后一公里”，激活
基层监督“神经末梢”的举措之一。

去年以来，市纪委监委深入贯彻全
省纪检监察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现场会精神，坚持以抓基层、强

基本、夯基础、固根基为总体要求，狠抓
纪检监察基层基础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基层基
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通知》《推
进纪检监察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两个1号文件，
成立了领导小组，并在市纪委监委机关
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时，市纪委监委结合村（社区）纪
检委员（监察信息员）职能职责和工作
实际，从提名选聘、日常工作指导、履职

评价、谈话提醒、信息报告等方面，制定
出台了《村（社区）纪检委员（监察信息
员）提名选聘、日常工作指导、履职评价
实施办法（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推动
了全市纪检监察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建设。

目前，全市90%以上乡镇（街道）
和村（社区）纪检监察组织达到“八有”
和“三有”建设标准，1060个村（社区）
全部配齐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激活
了基层监督的“神经末梢”。

产品俏
订单多

2月3日，通山县经济开发区湖北
永强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
工在流水线上作业。

该公司于2018年9月建成投产，主
要生产加工医疗设备连接数据线，去年
订单是往年的 3 倍以上，目前吸引了
200余人来此就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朱绍武 摄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员龙
钰、谢天宏报道：2月3日，立春时节，
嘉鱼县潘家湾镇羊毛岸村桃花源生
态珍禽养殖基地里，一排排桃树修剪
一新，散养土鸡自由自在地觅食。

桃林深处，有一个忙碌的身影，
这正是桃花源生态珍禽养殖基地负
责人——脱贫户石文武。

“大部分土鸡都卖完了，过完年
再养小鸡，现在这个空档期，我正好
对基地的设施进行升级。”搬运砂石，
搅拌水泥，石文武正忙着修整农场，
在自家的养殖基地新建一条观光通
道。

“修建观光通道，是为了让前来
观光的客人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
石文武说，养殖基地除了土鸡还有鹅、
豚、珍珠鸡、孔雀、鸵鸟、火鸡等品种，家
庭农场时常要接待武汉等地的客人前
来采摘蜜桃，观赏珍禽，品尝土鸡。

石文武是一名退伍军人，2009
年转业回乡，由于母亲常年患病，瘫
痪在床，加之需要抚育两个年幼的孩
子，家庭困难。2016年，在驻村干部
的帮扶下，石文武和父亲石大红一起
贷款办起了桃花源生态珍禽养殖基
地。2018年，他们一家顺利脱贫。

“石文武以前是一名党员，现在
是我们村的‘特色养殖达人’，想干

事，也肯干事。”羊毛岸村党支部书记
李齐龙介绍说，石文武自己脱贫致富
后，一直帮扶十几户贫困户，常年为
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并兜底收购他们
的农副产品，使每户增收3000多元。

“由于基地地势低洼，去年7月
的一场强降雨，养殖基地产生了严重
内涝，让我损失掺重。”石文武说，他
养的5000多只成鸡、10000只鸡苗、
22只鸵鸟，遭遇了灭顶之灾。

“好在市场行情好，帮我挽回了损
失。”石文武说，靠着养殖经验和往年的
销售渠道，去年总共养了35000只土
鸡，全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

这次打击让他感受到养殖的风
险，于是坚定了做观光农业的想法。

“交通越来越方便，到农场的游
客越来越多。”石文武说，农场位于武
嘉公路旁，咸嘉产业新城就在对面，
对市场充满信心。

“我们村里的人气越来越旺了。”
李齐龙在一旁补充说，嘉鱼长江公路
大桥的修建，武汉城市圈环线高速公
路的通车，让羊毛岸村的交通又上了
一个新档次。

“我要将这些农产品变成旅游产
品。”石文武信心满满地说，只要将基
础设施建设好，会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慕名前来的。

嘉鱼县潘家湾镇脱贫户石文武

转型发展观光农业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讯员葛

七甫报道：2月4日，记者来到通城县
隽水镇下阔村罗会球的家，只见屋前
菜地里菜薹青翠欲滴。六十出头的
罗会球骑着红色三轮车载着几个箩
筐，刚卖完菜回到家。

曾经，罗会球也有一个富足幸福
的家。儿子踏实肯干有头脑，在深圳
开办了自己的工厂，罗会球和老伴雷
明阳在家卖卖菜，小日子过得并不
差。

谁知命运没有让这个家庭幸福
太久，2003年，儿子被查出直肠癌晚
期。为了治疗儿子的病，罗会球与老
伴辗转于各大城市的医院，共花费医
疗费200多万元，掏光了家里这些年
的积蓄。2007年，儿子还是不幸离
世，留下了年幼的孩子和20多万元
债务，让罗会球感觉“天塌了”。

悲痛没办法解决当下的困境，孙
子要抚养大，欠债要赶紧还，罗会球
与老伴只能依靠种菜加上养鸡养猪，
来养活一家和还债，生活过得极其拮
据。2014年5月，村里将他们一家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由通城县发改局
结对帮扶，针对其种养给予产业奖
补，孙子读书时也享受了“雨露计
划”。

罗会球和老伴没有被苦难击倒，

国家的扶贫政策更激励他们依靠双
手来还清债务，重新创造幸福生活。
即便是家里条件如此艰苦，两个老人
始终惦记着尽快还债的事。罗会球
时常说：“自己的困难不能强加给别
人分担，得尽快将欠的钱还了。”

每天天没亮，两位老人就去县城
里卖菜。得知中药渣喂鸡喂猪很有
效，每天他们都收集中医院免费的中
药渣，晒干后用作饲料，养出来的猪
和鸡健康又肥壮。

2015年，老伴雷明阳经村里人
介绍，去深圳一家工厂当保安，一个
月能拿3800元；孙子中专毕业后也
找到了工作，月收入5000元以上。
凭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的生活开始
有了很大改变，2018 年终于脱了
贫。2019年，为了巩固脱贫成效，村
里又将罗会球聘为保洁员，年工资
8000元。

“真的是感谢国家啊，没有党和
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哪能过上现在这
样好的日子。”罗会球感激地说：“去
年我身体不好，做了两个大手术，花
了十几万元，按政策给我报销了医疗
费，没给家里添负担。”

如今家里的债已还清，两位老人
总算是松了口气，脸上也开始有了笑
容，对生活也有了新期待。

通城县隽水镇脱贫户罗会球

勤劳撑起幸福之家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通讯员孟
巨峰、董静报道：2月5日中午，南方农
历小年，咸安区汀泗桥镇赛丰村脱贫
户金芳子家中热闹非常，正在进行的
家宴上，亲人们推杯换盏，共享一年
的收获与喜悦。

“昨天家里刚杀猪，就为今天这
桌‘杀猪宴’。”51岁的金芳子满脸笑
容，对于如今的生活，她十分满意。

因为小时候的一场意外，金芳子
落下残疾，难以从事重体力劳动。这
么多年来，夫妇俩带着三个孩子，日
子过得格外拮据。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连台冰箱
都买不起；上山砍竹，买不起三轮车，
只能靠人扛；女儿出嫁，给不了像样

的嫁妆；没有好房子，儿子对象都找
不到。”金芳子回忆，对于贫穷，她有
着痛彻心扉的体会。

实际上，作为省级重点贫困村，
赛丰村前些年也面临发展不充分的
困境，地处偏远、交通不畅、集体经济
薄弱、人居环境状况堪忧，这一现实，
同样限制着个体的发展。

2014年，金芳子被认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她看来，贫困户不是什
么好称谓，要赶快摘掉。

“实际上，这一家子是远近闻名
的‘勤奋户’。”村干部告诉记者：“为
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每天30元的
小工也愿意干，啥苦都肯吃，只是时
运不济，没有找准方向。”

驻村扶贫工作队很快给出了引
导：男人负责外出务工，女人负责在
家养猪、养鸡，夫妻搭配，各尽其能，
政府还发产业奖补。

方向有了，金芳子开始大胆尝
试，没想到第一年就大获成功。2000
元的产业奖补成了“锦上添花”，撬动
起这个家庭近20000元的养殖收入，
2015年底实现了脱贫摘帽。

2016年，金芳子决定建新房，经
过4年的接续奋斗，一幢三层的小洋
楼拔地而起，屋内窗明几净满室温
馨，抬眼可见窗外的崭新通村公路和
美丽村湾。

这些年，汀泗桥镇通过选优配强
村“两委”班子、凝聚人心、整合资金，

对两个村民小组进行整体搬迁，拓宽
通村公路，改善人居环境，利用区域
内的双石水库、赛丰水库发展水产
业，还投资新建一座竹器加工厂。

在2016年时，该村集体收入还不
足8万元。到2020年，集体收入已突
破50万元。

集体富了，人人受惠。金芳子也迎
来从脱贫到小康的第二次转折，在家门
口的竹器加工厂务工，不仅每月有2000
元的薪水，还丝毫不影响她发展养殖。

“如今，儿媳妇也进了门，一切都
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金芳子估算，
2020年，一家人的家庭纯收入已达到
50000元左右，大家过上了曾经梦寐
以求的新生活。

咸安区赛丰村脱贫户金芳子的新生活

进新房 接儿媳 庆丰年
本报讯 记者张欢报道：2

月9日，市城管执法委和市公安
局联合发布通告，将对中心城
区部分路段及人行道机动车违
法停车实施严管，进一步优化
市中心城区交通环境，规范停
车秩序，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市
区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具体路段为：温泉路、淦河
大道、滨河东街、滨河西街、幸
福路、茶花路、月亮湾路、双鹤

路、玉泉街；金桂路、永安大道、
青龙路、碧桂路、育才路、怀德
路、中城路、鱼水路、宝塔大道；
高铁咸宁北站、城际咸宁南站
广场周边道路和人行道200米
范围内。

3月1日起，机动车在上述
路段（含人行道）违法停放的，
将按照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
示（违法代码13440）依法罚款
100元、记3分。

市中心城区多路段交通严管
3月1日起，违停罚100元记3分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发
报道：2月14日，大年初三，通
山县大路乡吴田花海内游人如
织。虽然花海还没有开花，但
花海内的一些游乐景点设施还
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吴田花海大年初一试开
园，这一天免门票，游客有2万
人次。初二开始售门票，每张
门票10元，当天游客达1万多
人次。实行门票制后，游客仍
然络绎不绝，截止14日就有4
万多人次。

大年初一以来，天气晴

好。处于城郊的吴田花海成为
新的旅游打卡地。

吴田花海项目由浙江老板
陈小荣独资经营，目前一期工
程已投资2000多万元,园内宠
物园、空中滑索、旋转木马、摩
天轮等已完善，后期还会增建
小火车、过山车、卡丁车、亲子
活动区、山地体验区、校外研学
区等配套设施，还准备建20多
栋仿古民居和一个大广场。花
海整体项目建成后，将与大夫
第古民居区连为一体一票制经
营，带动当地群众一起致富。

通山县大路乡

花海迎客 游人闹春

本报讯 记者丁伟报道：
“出门就把口罩戴，利人利己是
关爱”“少出门，不扎堆，网络拜
年也团圆”“防控疫情不添乱，
居家过年别乱转”……2月8日，
在崇阳七星社区辖内的凯鸿小
区里，记者看到一群身穿红色
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开展防疫宣
传工作。

“每天有超过10名志愿者
在各小区轮流值守，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同时协助环卫工人
清扫辖区内垃圾，对建筑外立
面、电线杆的‘牛皮癣’进行清
理。”驻七星社区专职社工黄红

霞告诉记者，七星社区志愿者
大都是省内高校返乡的大学
生，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严格坚持疫情常态
化管理不松懈，坚决落实社区
人员网格化管理，从细微处考
虑社区居民实际需求。”七星
社区党总支书记魏隽良向记
者介绍，自入冬以来，社区就
开展了送腊八粥、慰问困难
户、送对联等一系列迎新年送
温暖活动，让社区居民感受到
关怀和温暖，欢度一个安定祥
和的春节。

崇阳七星社区

坚持疫情防控不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