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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云平台

让流动党员高飞不断线
本报讯 通讯员李琼报道：“自从有了中伙党建云平

台，感觉党组织时时刻刻就在身边，有了更强的使命感、
责任感。”4月19日，流动党员王洋电话咨询政策的时候
感慨。

据悉，2020年12月，赤壁市中伙铺镇自主研发的
“智慧中伙·党建云平台”正式上线，一周内，1098名党
员、101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个人账户登录平台，并参与
组织学习和党费缴纳。该平台由中伙铺镇党委班子成员
牵头，镇村年轻干部参与研发，历时半年时间建成运行。
平台开设有党建动态、支部主题党日、初心学堂、党史学
习、先锋模范、党费收纳、积分管理等功能模块。

该平台定期将党的政策、组织活动、优秀楷模、家乡
动态等内容“送学上门”，并组织开展主题论坛，发动党员
建言献策。同时，线下利用节假日集中返乡契机，召开组
织生活会、回乡恳谈会，强化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较好破
解了流动党员来去难掌握、管理难落实、教育难适应、活
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问题，让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
高飞不断线”。

赤壁税务

主动作为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万佳、刘伦报道：“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真真切切为我们着想，为我们办了好事啊！”近日，龙
脉小区李大爷看着堆起来的垃圾在税务干部的帮助下，
慢慢清理干净，连声感谢。

龙脉小区是赤壁市新城区的一个老旧小区，存在垃
圾随意堆放现象，影响了小区居住环境与居民生活质
量。“真是太难熬了，每天一出门就闻到一股怪味！”小区
居民向税务局驻社区下沉党员干部反映道。

群众有所求，税务有所应。在得知小区居民关于改
善小区环境的“微心愿”后，赤壁市税务局迅速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环境清理工作，党员们用笤帚、铁锹将垃圾运到
指定地点。经过一上午的奋战，垃圾和卫生死角被清理得
一干二净，小区道路宽敞了，空气也逐渐清新了，一旁“督
战”的居民李大爷也竖起了大拇指，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赤壁市税务局精心组织、精
密部署，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树牢为民情
怀、办好为民实事，解决好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堵点、
痛点问题，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车埠镇开展专题培训

助力退捕渔民转产转业
本报讯 通讯员饶星报道：近日，车埠镇联合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为期5天的禁捕退捕渔民转产转业专题
培训，切实提高禁捕退捕渔民技能水平和就业需求，全力
做好转产转业安置工作。

培训为禁捕退捕渔民“量身定制”了授课内容，包含
转产转业相关政策、水产养殖、现代农业经营方法等。

培训还组织禁捕退捕渔民到武汉智慧农研水产基
地，参观学习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圆形内循环圈养等新型
养殖模式，与传统渔业养殖相比，便于观察管理、省工省
力，且生态环保、品质可控。

大家纷纷表示，新型养殖优点多，可操作性强，为转
产转业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指导，增强了大家对转产转业
的信心。

赤壁两集团开展联谊活动

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熊莺报道：“刚踏上工作岗位，

生活圈子较窄，通过联谊活动认识了新朋友，结下了珍贵
友谊。”4月16日，赤壁城发集团、赤壁设计集团联合开
展“同奋斗，共青春”联谊活动，为两企业80余名青年搭
起互动交友平台。

在赤壁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鼓动青春、铁甲战
车、欢乐竹竿舞、有轨电车、目标市场等游戏一个接着一
个，大家在游戏中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鼓励、分享美
食，畅谈友谊与理想，活动增强了企业间的沟通交流，增
进了企业的凝聚力，展现了青年职工健康向上、富有活力
的良好精神风貌，让大家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帮助企业优
秀单身职工遇见幸福，安心在赤壁发展创业。大家纷纷
表示，将以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为各自企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赤壁中医医院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4月18日，赤壁市中

医医院党政班子成员、各支部委员等一行，来到赤壁市新
店镇望夫山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基
因、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庄严肃立默哀一分钟，并向纪念
碑敬献鲜花。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员们举起右手，重温入
党誓词，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祭扫结束后，全体党员还瞻仰了整个烈士陵园，并请
当地同志讲解革命历史，追寻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再次
重温那段红色岁月。

此次红色教育洗礼，大家感受颇深，纷纷表示，要铭
记党的光辉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传承发扬英烈精神，把党史学习教
育同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中医药事业再上新台阶。

2020年，位于赤壁市西南部的一条
改扩建公路通车，打通了赤壁市西南部
的对外通道，同时将西南部景区和陆水
湖景区串联起来，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沿线区域尤其是山区，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上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沿线的茶庵岭镇金峰村、中心坪村
是革命老区，金峰村曾是赤壁市唯一的
深度贫困村，中心坪村曾是赤壁市23个
重点贫困村之一。通车后，当地村民有
了崭新的体验：感觉截然不同了！

红色金峰吹响发展新号角

4月13日，车行鄂南幕阜山深处，乌
黑的柏油路在翠林间蜿蜒。

金峰村砣儿潭竹器厂，就落在路旁
一处坡角平地上，背后是茂密的竹林。

二十余名女工正在将竹丝打捆码放
整齐，几名男工正在装卸楠竹或拉丝，他
们都是本村村民。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这个赤壁
市唯一的深度贫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水泥路铺到村民家门口，进山路延
伸到每座山林，自来水流进家家户户。村
里大力发展竹器加工、基围虾养殖、光伏
发电等集体经济，培育了一批养殖大户。

主路改扩通车后，搬运成本再次降
低，林业经济更火热，为当地村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竹器加工厂在村里办起来后，马桃
春在这里工作每月可以拿到4千多元工
资。丈夫买了辆农用三轮车拖运楠竹，
夫妻二人一年收入十来万元。

已经64岁的马桃春，干活非常麻
利。说起家门口开了竹器加工厂，马桃
春爽朗的谈笑起来，话里尽显满足，“上
了年纪，出去打工都没人要的。现在在
家门口打打工就能有十来万元的收入，
知足呢。老板对我们又好，提供中餐。”

金峰村主要经济支柱是楠竹产业。

2020年，赤壁市林业局驻村工作队帮扶
完成楠竹抚育1200亩，带动金峰村林民
规范、科学经营现有楠竹林地增收。

除了林业，金峰村还有非常丰富的
红色资源。

境内金峰山又名金紫山，方圆二十
五公里地势十分险要。

这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
战争时期非常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曾诞
生了著名的鄂南红二师，许多仁人志士
在历次战斗中，为民族解放壮烈牺牲。

每年的清明时节，金峰山上便开满
了火红的杜鹃花，朝天的喇叭形花朵似
乎在告知人们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的故
事，吸引着人们重走光辉的革命之路，缅
怀先烈英勇事迹。

赤壁市在金峰山创办了红色教育基
地，牢记这段红色历史，缅怀先烈们的丰
功伟绩，教育激励后代，建设繁荣富强的
伟大祖国。

基地有9个景点，中共蒲圻中心县
委旧址、苏维埃银行旧址、列宁学校旧
址、红军飞虎洞、金峰烈士纪念碑、金峰
烈士陵园。

2020年8月，驻村工作队争取了专
项资金，进一步修缮金峰村红色教育基
地烈士陵园，完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发
展旅游产业。

今年清明节，赤壁市各界人士前来
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先烈，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登顶金峰山，重走革命路，在

绿水青山中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红色旅游带来的人气，带动了本地

土特产交易和促进农家乐发展。不仅为
金峰村村民增加了就业机会，更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路畅景美客自来

与金峰村邻近的中心坪村，也是一
片红色的土地。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
是湘鄂赣蒲圻中心县委所在地，与金峰
村一同被称之为赤壁的“延安”。

“中心坪村是革命老区，基础条件落
后，原来公路又窄又弯，资源出不去，大
车进不来。要致富，不修路，不行！”中心
坪村党支部书记皮银水说。

对外通道扩建后，中心坪村迎来新
的发展。

中心坪村村委会正门前，是300亩
的黄桃基地，正值挂果时节。

黄桃基地是该村整体规划中田园综
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村生态旅游、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延伸，与金紫山杜
鹃花等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引进黄桃基地，目的就是打造春季
可赏花，夏季可摘果，四季可红色旅游的
旅游产业链条，留住游客，带活乡村经
济。”皮银水说道。

上午十时左右，还未到饭点。位于
中心坪村委会旁的包谷岭，一栋二层小
楼正在装修，主人孔海螺已经在厨房忙
得汗流，刚刚申请拿到营业执照的“海螺

农家乐”迎来开张生意。
腊肉、腊鱼、腊肠，来自自家猪圈；莴

笋、芹菜、香葱，来自自家菜园。案上，孔
海螺已经给客人安排好了菜。

孔海螺介绍，他曾是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近年，越来越多的人到村里来旅
游，因做菜手艺好，游客被推荐到他家吃
饭。客人多起来以后，他就不再外出打
工，着手开起了农家乐。

中心坪村既是革命老区，又是红色
苏区，更是生态山区。

该村有楠竹8000多亩。2018年，
主要经济收入靠出售原竹的中心坪村转
变思路，投资建成扶贫竹器加工厂，按平
均每亩砍伐成年竹40根计算，全村每年
可砍伐楠竹20万根，竹器加工厂每年消
化18万根。按每根楠竹5-6元计算，每
年可为全村竹农增加收入100万元。

目前，该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
有楠竹基地、黄桃基地、养殖基地、光伏
发电、竹器加工厂等主导产业。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借党史
学习教育大力发掘我村红色旅游资源，
争取在三年内建成赤壁市乃至全省闻名
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对该村下一步的
发展，皮银水心中已经有了谋划，继续加
大产业发展，在现有产业的基础上，扩大
规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探索生态农
业、种养殖业相结合，民俗民居、红色旅
游、观光农业和休闲养生发展为一体的
山区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茶庵岭镇金峰村、中心坪村

革命老区致富路越走越宽
○ 通讯员 吕蓉 袁俊

本报讯 通讯员戴旻报道：4月 15
日，在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
际，官塘驿镇政府联合镇派出所、司法所
及赤壁市反金融网络电信诈骗咨询中心
在官塘驿镇小学为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
动风趣的反电信诈骗及国家安全教育“互
动课”。

青少年是国之未来，民族之希望。来
自蒲圻法律服务所的鲍雅同志表示，树立
法制观念要从娃娃抓起。课上，她以生动
形象的比喻、真实经典的案例和通俗易懂
的语言将法制的不可或缺性及违法乱纪
的后果严重性向同学们娓娓道来，帮助他

们切实树牢法制观念，勇担守法之责，成
长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官塘派出所副所长孙浩同志为师生
们详细讲解了近期接到的两起典型网络
诈骗案件，以痛失钱财的沉重教训给予在
座师生深刻启迪。并向每位同学发放禁
毒宣传手册，引导他们从小树立“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之正确观念。

来自赤壁市反金融网络电信诈骗咨
询中心的魏学清同志就学生生活中常见
的“购买游戏皮肤”“中奖红包”“交培训
费”等网络诈骗手段与在座同学们展开深
入的探讨交流，通过学生自主参与、积极

互动进一步增强识骗防骗的安全意识及
能力。

为扎实开展好第六个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宣传工作，现场还通过电子
屏、张贴宣传标语及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
方式营造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浓厚氛围，引
导青少年夯实爱国根基，筑牢总体国家安
全观。

活动最后，官塘驿镇党委副书记、派
出所所长汤宗涛同志从“下先手棋、打主
动仗，共防网络电信诈骗，守好群众钱袋
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开好“八五”普法启动之年”

“凝聚共识、增强信心，践行总体国家安全
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三个方面对本次活
动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总结。

他说，本次反电信诈骗暨4·15全民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进校园活动意义重
大，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是

“八五”普法启动之年。全镇上下要凝心
聚力、拼搏实干，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为赤壁“争当排头兵、建设示范
市、冲刺百强县”助力，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百年华诞献礼！

小手拉大手

赤壁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学棋养德
做有志少年
在“赤壁青砖茶杯”第一届CCTV世

界围棋青少年业余网络大赛总决赛期间，
中国围棋元老、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职
业八段王汝南，中国围棋协会秘书长王谊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年节目中
心著名主持人鞠萍来到赤壁市第二实验
小学，与孩子们零距离沟通互动，共同开
展了一堂生动的《学棋养德做有志少年》
主题队课。

通讯员 黄富清 皮君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