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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天气预报：预报理由：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7～9日多云到晴天。具体预报如下：7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17～26℃；8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3级，17～28℃；9日：多云，偏南风1～2级，19～32℃。今日相对湿度：60～90％。

服务热线： 56896

本报讯 记者见博、特约
记者胡剑芳、李星报道：4月23
日，咸安区举行党史学习教育
新闻发布会，通报前阶段咸安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就
咸安区党史学习教育中的特色
亮点、经验做法及下一步工作
答记者问。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咸安区按照“能办到、群众
直接受益”的原则，组织682个
党组织7161名党员积极参与，
广泛收集“急难愁盼”问题，截
至目前共收集基础设施建设、
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12个方面
的实事问题326个。针对问题，

咸安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沉
常态长效结合起来，组织5236
名党员下沉到社区、小区一线，
解决急事难事130余件。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下一步，咸安区将围绕“聚
焦关切、改善民生、联企帮企、
纾困解难，党员下沉、服务社
区、富民强村”等重点，研究确
定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坚持党
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示范领
办，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办，切实
为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落到实处。

咸安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下沉一线解决问题130余件

嘉鱼半程马拉松
圆满举行

5月5日上午7时30分，2021湖北·
长江超级半程马拉松在咸宁嘉鱼县、
鄂州市、宜昌枝江市、荆州石首市、恩
施巴东县5地同时鸣枪开跑。

在咸宁嘉鱼半马现场，近万名来
自五湖四海跑友的加油声、呐喊声不
断，全城沸腾。

此次嘉鱼站有来自湖北、湖南、广
东、江西、江苏等地共3000名半程马拉
松选手以及 5000 名健康跑选手参赛。
赛事还组织了嘉鱼县轮滑协会、足球
协会、武术协会等11个特色方阵。

赛道沿线，不时可以看到来自嘉
鱼县旗袍协会、腰鼓队、模特协会、樱
花歌舞团等12个特色拉拉队为参赛选
手加油助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宏宇
通讯员 雷平 杨祖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沈二民、廖金义报道：2021世
界记忆锦标赛30周年极挑战
赛，4月18日在河北张家口闭
幕。来自崇阳县的陈渊昊斩获
儿童组总冠军。

4月17日至18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两百多名中国顶尖记
忆高手齐聚一堂，在快速数字、
人名头像、历史年代、抽象图
形、成语推理、数字变变变、快速
扑克、飞花令等挑战项目中展开
激烈比拼。其中，儿童组分“虚

拟事件和日期”、“抽象图形”和
“快速扑克牌”三个子项进行比
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来自
崇阳县大集附小501班的陈渊
昊同学分别获得“虚拟事件和日
期”儿童组冠军、“抽象图形”儿
童组冠军和“快速扑克牌”儿童
组季军，且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最终斩获儿童组总冠军。

据悉，该活动中国赛区每
年举办一次，陈渊昊在2020年
重庆举办的第29届世界记忆锦
标赛上获得季军。

2021世界记忆锦标赛落幕

崇阳陈渊昊获儿童组总冠军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瞿欣报道：“现在的政策好
啊，政府免费为我们培训种养
殖技术，总算是有机会学到真
本领了。”4月16日，在通城县
高素质农民培育产业振兴培训
班上，马港镇界上村村民黎旺
领取培训资料时高兴地说。

该培训班在马港镇举行开班
仪式，这次培训为期6天，采取

“固定课堂”“田间课堂”相结合的
方式，邀请高校教授、农业专家就
生态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

知识等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参训
农民进行讲解。现场农民纷纷
表示，讲解的知识通俗易懂，对
自己种养殖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加快推进通城县乡村
振兴战略和现代农业发展，马
港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农业农村
局举办此次培训，通过就地培
养、吸引提升等方式，分层分类
培育高素质农民，带动乡村人
口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
能力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人
才支撑。

通城县

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崇阳县铜钟乡塘口至大岭乡村旅游公路，不仅形成了一条风景带，更是一条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产业带。

隐水洞、九宫山，是鄂南旅游的响
亮名片，节假日游客火爆。眼下，通山
县正在修建连接两个景区的一条美丽
公路。

一条8.5米宽的黑色沥青路，穿行
于碧波荡漾的富水水库南岸。记者看
到，路中间划出红黄蓝三色隔离线，让
开车者有舒适感。“行在路上，如在画
中。以后吸引你的，不仅是旅游目的
地，还有沿途的风光。”通山县交通运输
局局长刘兴美说。

笔者见到刘兴美时，他正在工地查
看图纸。这条全长25公里的板富线，
连接通山九宫山、富水水库、隐水洞，预
计今年底建成通车。这条旅游扶贫路，
不仅将通山主要景区一线串珠，从通山
县城到隐水洞缩短40公里行程，更推
进山区库区老区乡村振兴，加速沿线地
区群众脱贫步伐。

发展全域旅游，交通畅达是第一
步。通山近年投入逾30亿元，高标准
建设乡村旅游风景道，先后建成乡村旅
游公路700多公里，畅通旅游道路微循
环，形成“快进漫游”的旅游交通路网。

通山大力发展美丽公路，是咸宁市
用风景道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风景道，是指路旁或视域之内拥有审美

风景、自然、文化、历史、游憩价值的景
观道路。

咸宁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廖承
武坦言，咸宁自然资源丰富，人文遗迹
众多，但旅游资源分散，景点之间缺乏
串联，难以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和规模效
应。于是，以线串珠将咸宁旅游、农业、
生态资源连接起来的咸宁风景道，被寄

予期待，以轴线带动沿线区域发展。
去年动工的咸宁风景道全长

977.953公里，分步行骑行综合道、骑
行道、自驾游道三种类型。

步行骑行综合道：咸安区游客集散
中心—古田11.5公里；

骑行道：咸安区梓山湖环线—古田
70.795公里；

自驾游道：全长895.658公里，其
中 咸 安 区 135.147 公 里 ，嘉 鱼 县
103.303公里，赤壁市238.109公里，通
城县83.22公里，崇阳县127.76公里，
通山县208.119公里。

按照咸宁自然生态公园城市建设
要求，目前和今后实施的一、二级路新
建、改扩建和公路大修工程项目都应按
风景道建设管理，建一条路成一段风
景。例如泉都大道15.5公里路面，打
造成咸宁首条“荧光道路”，设计者在步
骑行道的彩色沥青施工时，铺筑环保蓄
能发光颗粒，白天吸收光能，夜晚漫射
出柔和的荧光，每隔50米组成桂花、楠
竹、市标等富有咸宁元素的图案，夜间
带出蓝绿、黄绿等不同颜色，五彩斑斓，
宛如星河。桂乡大道作为咸宁市的迎
宾大道，是咸宁风景道代表路段之一，
宽阔平整的路面，黑红相间的车行道、
骑行道，与道路两边的生机盎然融为一
体，美不胜收。

从“旅游公路”到“公路旅游”嬗变，
咸宁风景道带动公路沿线产业蓬勃发
展，催生一批像崇阳金塘柃蜜小镇、咸
安大幕樱花小镇、羊楼洞明清古街、葛
仙山樱花景区、梓山湖特色小镇等旅游
特色小镇。

咸宁：风景道，风光无限
○ 戴辉 骆晓丽

“学习百年党史，牢记初心使命。杨
芳林乡将做大做强传统酱品产业，重振茶
叶之乡品牌，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以完善交通网络，解决饮水问题为抓手，
多为群众办实事。”4月26日，通山县
杨芳林乡党委书记熊美萍对记者说。

杨芳酱油、豆豉酿制技艺源于民
间，起于魏晋，盛于清，清乾隆年间还曾
作为宫廷贡品。1890年前后，鼎盛时
期加工作坊多达47家。

2013年9月，杨芳酱品曾斩获“杨
芳酱油”“杨芳豆豉”两个国家级地理标
志，并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
目前仅存6家作坊式加工企业，年产值
仅500万元。还存在牛肝豆种植面积
萎缩、产品质量标准不一等问题。

“杨芳酱油最大的不同，就是呈膏
状，倒置不流的固体酱油。”熊美萍说，
目前，杨芳林乡正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指导下，建立切合杨芳传统酱品工艺
实际，又符合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让

杨芳酱品不仅以质取胜，同时以“安”信
人，让消费群体更广。制定行业标准
后，再整合现有酱品厂，以强带弱，促进
杨芳酱品高质量高标准发展。

杨芳林乡的偏酸性土壤和温和湿
润的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因茶
树最初种植于杨芳林乡晓泉村瑶山一
带，故称“瑶山红茶”。瑶山红茶创制于
清道光四年（1824年），1850年达到鼎
盛，曾远销欧美，誉满英伦，先后荣获
1911年东南亚赛会二等奖和1915年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奖。

后来因为战争而受到严重打击，茶
庄渐少，茶场停产，茶山被挖，直至销声
匿迹。

近年来，杨芳林乡决定重振“瑶山红
茶”这个百年老品牌，引进湖北钱锦世纪
茶业有限公司落户郭家岭村，现已种植
白茶1200亩。今年3月，该公司300亩
白茶正式开采，通山县还在杨芳林乡郭
家岭村白茶基地举办了首届白茶节。

郭家岭村白茶基地带动了全乡
500多个村民家门口务工增收，平时施
肥除草，清明节前采茶，当日结算工资，
采茶工最多的一天可挣260元。

杨芳林乡计划采取“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模式推广茶叶种植。由湖
北钱锦世纪茶业有限公司提供茶苗和
技术指导，并负责收购加工销售，村集
体以土地或项目入股，带动千家万户种
茶，迅速扩大茶园种植规模。同时，公
司与市农科院开展技术合作，在春茶后
期加工红茶，提高茶树的综合效益，打
响“瑶山红茶”品牌。

过去，杨芳林乡交通非常不便，出
行非常困难。路通，产业达。近两年
来，该乡以创建全省“四好农村公路”示
范乡镇为契机，争取县政府和交通部门
的大力支持，对乡域内农村公路全面提

档升级，刷黑乡村公路51.3公里，彩化
旅游公路18.6公里。横溪村和晓泉村
群众自发捐款几百万元，将村道从3.5
米加宽到5.5米，建成樱花谷产业路，
一条条旅游路、产业路、示范路，擦亮了
杨芳林乡“酱品之乡”“茶叶之乡”的金
字招牌，带动了沿线生态观光、农旅融
合等产业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乡贤回
乡创业，投身乡村振兴的大潮。

针对杨芳林乡寺口水厂因制水能力
不足，自来水管网破损严重，管网铺设没
有全覆盖的问题，去年底，杨芳林乡积极
争取县政府和水利部门的项目支持，投
入资金1300万元将原有的寺口水厂进
行全面改造升级，增加制水设备，重新铺
设自来水管网，该工程预计6月底全面完
工，实现全乡9个村1个社区统一集中供
水，让老百姓吃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专访通山县杨芳林乡党委书记熊美萍

擦亮酱品之乡茶叶之乡品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特约记者 徐大发 通讯员 黄贝华 徐恒

4月 30日，在云南省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表彰大会上，一位叫尹亮的咸
宁小伙子坚持要向沈雯表达自己的感
谢之情。沈雯是谁？这位叫尹亮的小
伙子又为什么要向她道谢？

原来，沈雯是云南援鄂医疗队嘉鱼
分队的队长，而尹亮正是咸宁嘉鱼人。

“我在开会前天收到了这本风采录，在翻
看过程中‘嘉鱼’两个字一下就抓住了我
的眼睛！”尹亮在电话里非常激动地告诉
记者，虽然和沈雯从未谋面，但是他觉得
作为嘉鱼人应该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

这位为嘉鱼人民拼搏过的“亲人”。所
以他找到沈雯，作为嘉鱼人向她致谢。

记者又拨通了沈雯的电话，“他找
到我的时候我很激动，在昆明又遇上了
嘉鱼的老乡、亲人，虽然我们互不相识，
但我觉得他很亲切！”沈雯在电话里很
开心，她说尹亮其实也为云南做了很多
贡献，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感谢。

两人为什么会在这个表彰大会上
遇见呢？

尹亮是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
限公司靖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项目

二标段项目经理，获得了此次云南省劳
模称号。他从2019年5月底来到云南
昭通，仅用10个月就完成了安置房建
设。他放弃节假日休息，攻坚克难，用
比同类工程快1.5 倍的速度，创造了

“靖安速度”。
同时，也因为疫情防控和工作原

因，他至今只回过一次老家嘉鱼，“疫情
防控期间无法回家，但是沈雯他们援助
了嘉鱼，就好像是替我回到了家乡，所
以我十分感激他们！”

沈雯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获得此次云南省
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我是第一批援咸
医疗队的队员，大年初三出发的。刚到
达嘉鱼时，整个城市很安静。在我们快
要离开的时候，和队友们一起出去逛了
逛，工厂复工了，田野花开了，小城也热
闹了起来。”沈雯回忆起在县人民医院
的日子有些哽咽，她到嘉鱼时正是物资
短缺的时候，她体会到物资筹备的艰
辛，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尹亮和沈雯约好，下一次他们要一
起回到嘉鱼看看。

“下次，我们一起回嘉鱼看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章文静

本报讯 记者王苒宇报
道：“这是真花，不是假花咧，快
给我们拍几张照片。”4 月 28
日，建设小区居民孙兰芳等3人
摆好姿势，招呼朋友给她们拍
照，照片的背景，是玉泉街旁围
墙上种植的红木香。

近日，当步行在玉泉街道
时，会发现两侧围墙一改以往
冰冷坚硬的印象，披上一层漂
亮的“红装”，变成了一面面“花
墙”。

围墙变成“花墙”，是市城
管执法委实施玉泉街花化彩化
工程的结果。

玉泉街作为连接淦河公园
和十六潭公园的重要微景观通
道，道路两侧大部分为居住小
区，以往围栏内侧仅有绿化乔
木和灌木，一年四季无色彩变
化。实施花化彩化工程后，告

别了一成不变的绿色，迎来了
四季色彩斑斓，为我市自然生
态公园城市建设又添一道靓丽
的风景。

据市城管执法委工作人员
介绍，此次共种植木香320株，
该花香而不腻，一年花开有200
多天，其中红花木香220株，黄
花木香50株，白花木香50株，
三种花色，穿插栽种，搭配相
宜。

“每天上班路上看着这些
红花绿叶，闻闻花香，心情都变
好了。”家住附近的市民刘颖点
赞道。

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委将
抓紧对龙潭口龙潭阁、淦河沿
线河堤等处开展绿化、彩化工
作，通过一点一点的改造，一处
一处的提升，增加城市魅力，提
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

玉泉街围墙变花墙

本报讯 通讯员袁佳丽报
道：5月1日，咸安区浮山街道办
事处党员干部协同村（社区）工作
人员，深入辖区临时便民点、背街
小巷、小区（村湾），对创卫宣传、
人居环境、创卫设施进行再提升。

为规范管理大畈东路临时
便民点，大畈社区组织文明劝
导员引导经营户文明经营。甫
兴社区联合城管四大队，整治
龙潭街、龙泉路出店经营、乱堆
乱放问题18处。

当日，梅园社区集中精力
抓整改，拆除省煤机内两处旱

厕；沿河社区硬化辖区300平方
米破损路面；龙潭村在新还建
点、六组增设灭鼠毒饵站，播放
创卫音频，更新辖区宣传栏内
容；碧桂园社区联合实验第二
小学开展健康教育宣传讲座，
营造浓厚创卫氛围。

在此期间，村（社区）在小
区（村湾）、背街小巷等地增设
335处第二期《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宣传栏》，同时利用LED显示
屏、喇叭、巡逻车配合宣传，加
大创卫宣传力度，已整改销号
140条相关问题。

咸安区浮山街道办事处

假期创卫“不打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