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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战场绽放幸福花
——赤壁新时代文明实践见闻

○ 通讯员 吕蓉

赤壁市委组织部

率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报道：近日，赤壁市委组织部

组织邀请党校讲师为全体机关干部讲授中国共产党历
史，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精神，率先拉开党史学习教育帷幕。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
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遵循，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本次学习教育的各项任务，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当示范、作表率。

据悉，赤壁市委组织部将采取集中培训与自我提升
相结合、线上“屏对屏”与线下“面对面”相结合的方式，通
过“红色经典阅读月”“红色故事宣讲会”“党史教育基地
云参观”“重走红色之路”等活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从
党史中汲取持续深厚的奋斗之力，以昂扬姿态开启组织
工作新局面，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玄素洞村，在赤壁市陆水湖街道
西南角山区。进村的路，虽蜿蜒曲
折，但宽整的沥青路面锃亮，黄白相
间的标线清晰，沿途风景秀美。

这里的春天比山下似乎来得更
早一些，已见点点油菜花。

路边一栋土屋门前，92岁的孤寡
老人卢秋生倚着门，翘首盼望。

再往前拐几个弯，是邓树林家。
他是被医院“退回”的癌症患者，老伴
中风卧床6年。

邓树林家屋外晾衣的竹杆上，晾
着一些洗干净的塑料袋。邓树林背
着手在堂屋里踱步，时不时瞅着门
外，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跑到里屋，将
一筐自种的花果山蜜桔小心搬到堂
屋，等待着。

在蒲圻街道和尚岭社区龚家湾
小区，这个“三无小区”里，住着不会
说话的徐龙和他瘫痪卧床的奶奶。
平常除了帮助姑姑照顾奶奶，徐龙总
是扛着一把大竹扫帚打扫小区的角
角落落。

这天，徐龙戴着黑色的线帽，穿
着一身黑色衣服，插着手，站在小区

“幸福家园”服务站门口，向来路张望
着。

孤寡老人卢秋生，患癌的邓树
林，不会说话的徐龙，他们都在期盼
一群叫“小酒窝”的人的到来。

“是你们吧？是你们啊。”卢秋生
老人盼到了来人。

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小酒窝志愿
服务队志愿者李娟，带着服务队志愿
者捐赠的米油，轻车熟路，在卢秋生
老人家的屋场前停下。

见到志愿者，卢秋生老人把每个
人的手都握了一遍，既高兴又内疚，

“寿长了，害你们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就是

我们志愿大家庭的‘宝’呢，别人家求
都求不来。您只管吃好穿暖放宽心，
别的我们替您操心着。”见老人心绪
焦虑，志愿者魏航阳捏了捏老人的棉
衣劝解道。

陪唠的，扛米油的，贴春联的，志
愿者们分工行动，老人家里里外外一
片温暖红。

很快，邓树林也迎来了小酒窝志
愿服务队的到来。邓树林赶紧蹲下
身，给他们分蜜桔吃。

“您别蹲下，您的身体不能蹲
的。”李娟关切地扶起邓树林。

去年11月，正值花果山桔子成
熟，但连续的阴雨，导致桔子采摘销
售难。服务队志愿者在帮助花果山
一农户采摘销售桔子时，了解到同在
花果山种有5000斤蜜桔的邓树林家
庭情况，便一同为邓树林采摘并销售

完桔子。
自此，志愿者心里又多了一对牵

挂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志愿者们都
要一起来看看问问邓树林和他的老
伴缺什么、少什么，帮他们解决一些
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希望这些关怀，
能宽慰这两位疾病缠身的老人，减轻
一些疾苦。

不久，徐龙一蹦一跳从家门口奔
到路口，从志愿者手里接过米油，双
手比划着，执意要自己搬进屋。一进
屋就拉着姑姑，“告诉”姑姑志愿者又
来看他们了。

“来来来，徐龙，还给你带了一件
礼物呢。这件礼物，一般人我们还不
给的。”志愿者黄联勇拿出一件印有

“赤壁市志愿者协会 小酒窝志愿服务
队”的红马夹，“今天，你正式成为我
们的一员了。欢迎加入！”

徐龙穿上志愿者红马夹，在屋里
不停地走来走去，很是开心。

“来，还有一件新棉袄，过年咱们
要穿喜庆一点，你穿着不知道多帅
呢。”“来，还有一新鞋。”

“小酒窝”关心的不仅仅是卢秋
生老人、邓树林、徐龙这些特殊的困
难群体，2020年7月底，小酒窝志愿
服务队在龚家湾小区设立“幸福家
园”服务站，从此这个“三无小区”环
境卫生有人整治了，邻里纠纷有人调
解了，孤寡老人有人帮扶了，留守儿
童也有人管了。

在志愿者的感染下，小区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能力逐步提升。徐龙就
是其中一位。

“徐龙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我们
修路倒水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守
着，怕人踩坏路。看着志愿者做的这
些事，他自己就每天在小区转，哪里
脏了就扫哪里。”和尚岭社区党委副
书记熊国富说，自从小酒窝志愿服务
队入驻龚家湾以来，到处乱跑的狗、
随意拉起的晒衣绳、小区路口乱丢的
生活垃圾……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几
乎没有了，“现在，居民只要遇到麻烦
事，随时都可以找到‘幸福家园’解决
问题。”

这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中火线成立的服务队，建立了龚
家湾小区“幸福家园”等服务站3个。
全年志愿服务超1万小时，为社会奉
献资金及物资总价值超过3万元，完
成留守儿童微愿望200人次；组织公
益活动共200次，号召社会参与公益
活动10万人次以上，带动参与公益事
业的企业8家。

在赤壁，像“小酒窝”这样的志愿
服务队有800多支，8万多名志愿者
活跃在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讯 通讯员童鹏报道：“抒情无
止境，报答无尺寸。党恩、国情、精准扶贫
情，残翁我身在其中，受益其中，彻骨铭记
党恩情，顿首难报国之恩！”

这是日前赤壁市一脱贫户向医保局
写的感谢信中的一段话。这封近3500字
的感谢信，出自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村老人
之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党扶贫政策的感
恩之情。

这位老人叫黄在春，现年75岁，是赤
壁市赵李桥镇石人泉村8组居民，因身体
残疾加之病痛折磨于2017年被纳入精准
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一度非常困

难。2018年5月，黄在春又因前双侧股骨
头坏死导致卧床难起，双腿不能行走，急
需住院手术治疗，巨大的医疗费用让生活
难上加难。

赤壁市医保局在了解得知黄在春的
这一情况后，积极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帮
扶，帮他联系安排在赤壁市蒲纺医院进行
手术治疗。治疗共花医疗费用9万多元，
黄在春个人仅承担了5000元，最大程度
地解决了他的医疗负担。

康复后的黄在春在感谢信中写道：
“报销超九成，时念党恩情，病痛减几分。”

像黄在春的这样的贫困户健康脱贫

得益于赤壁市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政策的
实施。

为切实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按照确保“照单
全收，不落一人”的要求，赤壁市将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了医疗保障范
围。特别是医疗保障扶贫“985”政策自
2018年实施以来，为解决贫困人口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2020年度，赤壁市贫困人口
住院11970人次，总医疗费用6419.73万
元，医疗保障扶贫“四位一体”报销
5839.25万元，贫困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

例达到了91%，贫困人口门诊慢性病政策
范围内医疗费报销比例达到82%，政策范
围内年度个人承担费用控制在5000元以
内。同时，贫困人口住院，只需缴纳少量
住院起付线，免缴住院押金，其基本医疗
报销、大病保险报销、医疗救助、补充医疗
保险报销实行“四位一体”的“一站式”结
算，极大方便了贫困人员就医报销结算。

赤壁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面
脱贫摘帽后，下一步，将健全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赤壁医保助力健康脱贫

赤壁市委党校

送党史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魏渊、余映炫报道：3月1日，赤壁市

委党校老师走进赤马港街道营里社区开展“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宣讲活动。

活动围绕“四史”学习教育，用一个个鲜活的党史小
故事和革命英雄事迹深刻再现中国共产党发展奋斗历
程。营里社区党员们纷纷表示，通过学习革命先辈浴血
奋战的事迹，更加坚定了为民服务、时刻跟党走的信念。

据悉，自全国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来，赤壁
市委党校组织全校老师紧紧围绕“四史”学习开展集体备
课，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党史宣讲活动，教育引导全市
党员干部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截至目前，市委党校共赴赤马港街道营里社区等10
家单位开展了党史宣讲活动。

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

赤壁打造幸福小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刚报道：“97%的物业费

收取率，团结、和谐、融洽的共治环境，这些都得益于三方
联动。”赤壁市龙翔山社区博园澜郡小区党支部书记李传
金近日无比自豪，如数家珍地告诉笔者。

博园澜郡小区共有居民890户2560余人，于2018
年成立小区党支部和业主委员会。该小区注重党支部、
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实行组织联建、活动联办、服
务联动、矛盾联解，抱团服务，通过小区“圆桌会”，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先后设置免费停车场、增设室外石凳条椅、
组建小区舞蹈队、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和春节特困群众
慰问等，为居民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特别是在战疫
战洪两场大考中，向群众交出了满意答卷。小区居民不
仅送来锦旗、写来感谢信，还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卫生
监督等自治工作中来。

“过去，群众在楼顶乱拉乱挂，抢占晾晒地盘，花样百
出，邻里间还经常发生些小矛盾。现在，在党支部的协调
下，物业公司统一安装晾衣绳索，居民晾晒行为变得文明
规范了。”小区业主吴元珍说。

创建文明城市

赤壁整治市容市貌
本报讯 通讯员徐晓平报道：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不断净化市容市貌，严格城市规划管理，消除建筑物乱搭
乱建安全隐患。3月2日，赤壁市城管执法局重拳出击，
组织出动执法人员50余人，挖机一台，对黄龙大道原营
里临时菜场违法搭建棚屋进行整治。

行动过程中各部门积极配合，认真做好交通管制、人
员清场、财物搬离、供电切断等工作。拆违施工人员对一
个个违章搭建棚屋进行拆除，整个现场井然有序。

此次行动共拆除各类棚屋83处（其中自拆60户，强
拆23户），面积约1850平米。进一步遏制乱搭乱建现象
蔓延，畅通了消防通道，给周边和过往市民通行带来方便
和安全，城市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方便市民出行

赤壁新增公交服务专线
本报讯 通讯员魏保东报道：3月3日，标有“高新区

公交服务专线”字样的20辆新能源公交车在赤壁市凤凰
山车站依次发车，驶向终点站南港大道华舟重工，这标志
着赤壁市为高新区企业服务的新增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据了解，此次开通的“高新区公交服务专线”是对城
区2路公交车线路服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由凤凰山车
站到赤壁火车站再到南港大道华舟重工，每天发班132
次，首班时间为早上5:49，收班时间为晚上20:10，不仅
方便了沿线小区居民的出行，也解决了企业员工上下班
出行时间长、公交换乘次数多的难题。

近年来，赤壁高新区和南港大道沿线工业、公共、民
生项目纷纷落地，中船重工、住方科技、神龙保温、中美百
翰等项目建成投产，带动了市民就业。因此，高新区公交
服务专线的开通是公交集团服务赤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求。

在今后的工作中，赤壁公交集团将继续本着“民有所
需、我有所为”的服务理念，不断补短板、强优势，全面提
升公交多样化、差异化、全方位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不
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2月27
日，新年伊始，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召开
2021年工作大会，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
作经验，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2021年
媒体融合改革和发展工作。号召全体干
部职工在新的一年要以尽快建成具有强
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更好
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总目标，以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为主抓手，做到“五个坚持”，
落实“六个全面”，高质量完成媒体融合改
革和发展各项任务目标。

2020年，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守正创

新、奋勇向前、真抓实干、凝心聚力推动媒
体融合改革各项工作目标高质量完成。
一年来，该中心在战疫、战洪、战贫等工作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媒体宣传引
导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创意产品不
断涌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务实精进、成
效明显，全媒体队伍建设进步明显，党的
领导和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赤壁市媒体融合改革工作荣获国家
广电总局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奖
（全国仅15家），《云上赤壁发挥问政平台
“暸望塔”作用，为群众疏导心理、排忧解

难》获评全国“县级融媒 齐心抗疫”优秀
案例奖，在全省率先设立“学习强国”县级
融媒号，高质量通过县级融媒体试点、示
范点验收，连续三年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
获得长江云平台最佳运营单位。

2021年是“十四五”起步年、开局年，
更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年。
赤壁市融媒体中心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赤壁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尽快建成
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为总目标，

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为主抓手，做到“五
个坚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一体发展，
坚持移动优化，坚持内容为王，坚持改革
创新），纵深推进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示
范点建设，落实“六个全面”（全面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全面加强全媒体人才队伍建
设，全面升级信息技术支撑，全面提高经
营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新闻舆论引导、综
合信息服务能力水平，全面落实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高质量完成媒体融合改革任
务目标，努力实现继续领跑全省、示范全
国。

赤壁融媒体中心砥砺奋进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