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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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18～20日受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我市有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过程，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8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2～3级，24～28℃；19日：中到大雨，偏北风1～2级，22～27℃；20日; 中到大雨, 偏北风1～2级，22～26℃。

今年，咸宁公布第二届道德模范名
单，全市18人上榜，其中2人被评为

“孝老爱亲模范”。通城县人民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羿坚平获此荣
誉。多年以来，羿坚平默默承受生活的
重重磨难，履行长子和丈夫的责任，细
心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精心护理高位
截瘫的妻子，竭力抚育弟妹成家立业，
认真做好本职检察工作，多次被评为
市、县“道德模范”。

1990年，28岁的羿坚平刚组建自

己的温馨小家，儿子年仅1岁，却因父
亲的早逝打破了平静的生活。面对突
如其来的变故，他毅然回到父母家，照
顾体弱多病的母亲，抚育三个未成年的
弟妹。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他年
轻的肩膀上，羿坚平变得日益坚强和成
熟，和家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省吃俭用，
勤俭持家，帮助三个弟妹读书就业、长
大成家。多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兄妹
们一直团结和睦，互帮互助。

2003年，弟妹们陆续成家立业，羿

坚平的生活刚刚好转时，妻子却因一场
意外事故导致高位截瘫，从颈部以下都
失去知觉，生活全然不能自理。此后，羿
坚平十几年如一日，帮妻子半夜翻身、洗
头抹澡、看病喂药，还坚持每天跟妻子谈
心。十几年来，在他的悉心照顾下，瘫痪
在床的妻子没有生过褥疮，病情有所缓
解，也拥有了勇敢面对生活的自信。每
逢妻子和亲朋劝他再放弃时，他总是摇
头说，妻子是他永远的伴侣。

近年来，母亲身体越来越差，需常
年治疗和照管，给羿坚平原本沉重的生
活增添了重担，可他并没有将母亲推给
弟妹，毅然扛起照管母亲的重担。

十几年的生活，这个坚强的男人永

远坚持“两点一线”，从单位到家庭，从
家庭到单位，无任何空余时间，整天忙
忙碌碌。走进他的家，虽然是上世纪
80年代的房屋和家具，但瘫痪的妻子
打扮得干净漂亮，体弱的母亲洋溢着笑
脸，狭小陈旧的套间格外整洁温馨。

尽管生活负担十分沉重，羿坚平依
然认真扎实地搞好本职工作，从未因家
庭事务耽误过工作，从未因家庭困难向
组织提过任何特殊照顾。无论家庭有
什么烦恼、困难，他总是一个人默默承
受，到单位认真努力工作。

从事检察工作37年来，他历经过
很多岗位，办理过的民事、行政、刑事、
申诉、自侦案件，始终坚持以公正、廉洁
的品质维护法律的尊严。

同事们纷纷称赞他，不愧为一个合
格的检察干警，对社会、家庭不愧为一
个大爱无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咸宁市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
供稿）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尽善尽孝 尽职尽责
——记通城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羿坚平

排查燃气安全隐患
6月15日，中石油昆仑燃气安检人

员在咸安区浮山街道处双岭杨路居民
小区检测燃气立管。

连日来，我市住建、昆仑燃气、华润
城投燃气等部门积极开展燃气安全隐
患大排查，重点排查城区燃气管道、瓶
装液化石油气、餐饮场所燃气设施，防
范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袁佳丽 刘娜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讯
员赵丽红、蒋静静报道：“只待草
籽破土而出，这两处地块将迎来

‘新生’！”近日，在市区玉泉街路
旁的两处闲置裸露地块旁，市城
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据介绍，这两处地块约650
平方米，过去长期闲置裸露，导
致附近居民怨言不断：“路旁小
地块杂草丛生”“闲置地块建筑
垃圾堆放无人处理，影响玉泉
街整体景色”……

近日，为落实全市“增绿提
绿”的指导思想，市城管执法委
整合资源，清运走了两地块上
的建筑垃圾，并进行了整地、播
种、覆膜等系列工作，附近居民
近期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绿色

“福利”了。

“‘见缝插绿’的‘缝’对于
整个城市而言，似乎小到可以
忽略不计，但对附近居民而言，
却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感
受。城市治理要下‘绣花’功夫，

‘绣花’功夫下在何处？‘见缝插
绿’便是一个具体体现。”该负责
人深有感触地说。

在市体育中心旁，记者看
到有片3000余平方米的闲置地
块，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改
造中，近期也将呈现出“绿意盎
然”的变化。

据悉，市城管执法委将对
市区范围内的裸露地块进一步
摸排，全力进行改造，争取让市
民出门见绿、推窗见绿，助力咸
宁打造自然生态公园城市。

市区“见缝插绿”改造闲置裸露地块

让市民家门口尽享绿色“福利”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宋啟迪、张金报道：6 月 16
日，崇阳县人才创新创业超市
优化重建后，在县电商产业园
正式挂牌开业。

据了解，该人才创新创业
超市运营面积共3000平方米，
采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资
源整合、专业服务”的运营理
念，整合了人社、科经、商务、市
场监督管理、团委等部门职能，
并引进湖北华盛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专业管理团队，致力为人
才和企业搭建无缝对接平台，
提供政策咨询、项目路演、创新
创业辅导、商业洽谈、人才培

训、电商培训、技能培训、融资
投资指导等多项专业化服务。

该超市将根据人才创新创
业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特点，以

“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
年创品牌”为目标，依托现有资
源和优势，整合更多部门和单
位的政策支持、项目资源，不断
完善人才服务网络体系，打造
服务优质的双创平台，建成人
才创新创业集聚新高地。为在
崇阳的创新创业人才、企业提
供“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
一流服务，以便捷、高效、畅通
的一站式服务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

崇阳人才创新创业超市开业

本报讯 记者张敏、王苒宇、特约
记者胡剑芳、李星、通讯员吴涛报道：6
月15日下午，家住咸安区文笔路社区
的毛保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咸安
区民政局送上一面自己亲手缝制的党
旗，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当天是毛保玉老人的百岁生日。
一大早，老人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开
始缝制党旗，不到半天时间就完工了。

“感谢共产党啊！对我们老人一直
关心照顾。”老人双手捧着用红布包裹
的党旗，递给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毛保玉老人的儿子樊学农说，母亲
特意选在自己百岁生日献出缝制的党
旗，就是为了答谢党的恩情。

“根根红线绣党旗，看似简单的穿
针引线，却寄托着老人拥护党、爱戴党、
感党恩的一片深情。”接过党旗，咸安区
民政局局长罗继红说。

16 日上午，记者见到毛保玉老
人。历经百年风霜，老人仍面色红润、
精神矍铄，她说：“党旗的样子和尺寸，
都在我心里，昨天将党旗献出，我整个
晚上都很高兴，做梦都在想这件事。”

随后，老人拿起针线开始演示穿
针，试了几次，成功将线穿入最小的7
号针的针眼里。在大家的赞叹声中，她

笑得开怀：“我年轻时候，闭着眼睛都能
穿针。”

说起自己的百年人生，老人感慨万
千：“我做过童养媳，当过丫鬟，以前吃
了很多苦。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得好，哪
有我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

毛保玉老人曾在一家企业当缝纫
工，虽说没有读过书，却心灵手巧。不
管是鞋子还是衣服，她看上一眼就能做
出来，还能自己琢磨花样，是远近闻名
的裁缝。

“别人一天做一件棉衣，母亲一天

能做五件。”樊学农说，在困难年月里，
母亲用一双手养活一家9口人。

心地善良的毛保玉，还经常给周边
的五保户、孤儿免费做衣服，送出去多
少件衣服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

“母亲一直没有断过缝纫活，特别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得最多。”樊学
农告诉记者，父亲是教师，母亲经常利
用业余时间给一些学校做国旗、党旗、
队旗以及红领巾，后来年纪越来越大，
才慢慢做得少了。

30多年前，老伴去世，要强的毛保
玉没有让子女负担自己的生活。起初，
她靠手艺养活自己，后来年纪大了，领
取的抚恤金从每个月十几元涨到700
元。80岁以后，每个月还有60元的高
龄津贴。满百岁以后，高龄津贴每个月
就能领到300元。

如今，身体硬朗的毛保玉老人依然
然闲不住，经常做些鞋子送给亲朋好友。

“现在有吃有穿，每天都像过年。”
毛保玉老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艰难的奋斗历程和取
得的辉煌成就。“能在自己百岁的时候，
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特别开心！”

毛保玉老人说，以后的日子肯定会
越过越好，国家会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
讯员邓丹报道：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嘉鱼县新街镇马
鞍山村为解决村湾党员分布范
围广、白天务农活等现实问题，
创新举办“颂党史、忆初心、解
民忧”为主题的“村湾夜话”，在
话家常中学党史。

“夜话活动开展以后，反响
热烈，周边群众都主动来听党
课。”马鞍山村支部书记刘锐介
绍说，在夜话活动中，该村还穿
插“夜话送讲”“夜话送演”活
动，形成镇联村党委和驻村工
作队、“五老”为宣讲成员，在党
群服务中心、光荣军属家里、革
命先烈纪念地开展面对面的交

流、心与心的沟通，党史学习掀
起了热潮。

马鞍山村村民赵久荣的丈
夫病逝，儿子生病，家庭十分困
难。在夜话活动中，经村民一
致同意，村委会将母子两人的
低保金提高至新街镇最高的每
月1254元，还为赵久荣的儿子
申请到7680元的救助金，保障
其学业及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目前，马鞍山村收集意见
建议6条，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4件，拆除26处乱搭乱建雨棚，
整顿占道经营店面18间，硬化
四组破损路面2公里，清理村湾
陈年垃圾100吨，新种苗木200
棵，人居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

嘉鱼马鞍山村

“村湾夜话”学党史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大
发、通讯员胡秉昶报道：近日，
通山县通羊镇井湾村焦月明老
人看到到自己编的茶篓一个个
地被装上车，心里乐开了花。

“以前零零散散地卖，又费
功夫又花时间，还卖不出好
价。现在好了，茶园给我下订
单，规格也是统一的，而且这么
好的价格一次性都卖出去了!”
焦月明高兴地说。

焦月明老人2016年脱贫，
因为老伴去世欠了不少账，一
直靠编茶篓和簸箕的手艺维持

生活，今年往集市来回跑了好
几趟，根本卖不动。通羊镇驻
村干部王华容了解情况后，联
系杨芳林乡世纪白茶皇茶园给
焦月明老人下订单，而且价格
合理。

王华容表示，作为井湾村
驻村干部，及时跟踪、及时帮扶
像焦月明老人这样的边缘易致
贫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据悉，今春以来，通羊镇抽
派23个干部直接下沉到各村和
社区，跟踪2480户脱贫户奔小
康，防止返贫。

通山通羊镇

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张涛报

道：卫生死角被清理干净、散养的家禽
也不见踪影、陈年的垃圾清理完毕……
日前，记者来到咸安区浮山街道桂家湾
巷，发现这里之前存在的问题已被整
改。

“这一整改，立马变了个样，清清爽爽，
晚上出来散步遛弯的人都多了。”桂家湾巷
一居民告诉记者，前几天街道和社区的
工作人员天天来，亲自上阵清理垃圾、
劝说居民、打扫卫生，忙得汗流浃背。

“督办函一下，我们立即进行了整
改。同时，在整个辖区开展相关问题自
查自纠，对做得好的，继续保持、分享经

验；对做得不好的，发现一处、整改一
处，避免再发生类似问题。”浮山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

自去年启动国卫复审迎检工作以
来，我市以问题整改为抓手，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对有关问题再排查、再发现、
再整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避免一类问
题、规范一个领域，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
市道路、桥梁、广场、地下通道及其他公
共场所摆摊设点、销售或者加工制作商
品……”6月2日，在市城管执法委综合
执法一大队案件处理室，违规占道经营
摊贩沈某诵读城市管理法律法规——

《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第十四条、第四十二条规定，接受城
管部门宣传教育。

通过诵读学习和城管部门现场宣
传教育，沈某认识到自身行为违反了城
市管理法律法规，写下了书面整改承
诺。随后，该大队根据沈某态度和认
识，对其免予处罚。

为规划经营秩序，维护市容市貌，
市城管执法委创新方式方法，让违规当
事人进一步知法、懂法、守法。同时，对
经营者起到警示作用，减少占道经营违
规现象的发生。

“占道经营、乱停乱靠、乱搭乱建、

乱涂乱画……对这些影响市容秩序的
行为，我们在坚决打击、着力整治的同
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大家自觉遵守
规章法规、遵从公序良俗。”市城管执法
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去年至今年6月10日，市
创卫办共发放督办意见书276份，开展
模拟暗访4次，发现问题424个，均已
全面整改到位。

巩固创卫成果
共建美好家园

整改一个问题 避免一类问题 规范一个领域

我市坚持问题导向提升城市品质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6
月17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良锋带领有关部门和专家深
入一线督办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要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
排查、大整改。

杨良锋来到市中心城区谭
慧小区北区、咸宁中石油昆仑
燃气有限公司咸宁天然气门
站、咸宁市奥星液化气站、五金
机电大市场、咸安区南大街老
旧居民小区及中心商场小区，
实地督办检查重点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工作，认真听取安全生
产工作汇报，仔细察看存在的
安全隐患问题，并与有关专家
研究整改方案，要求即查即改，
限期整改。

杨良锋要求，要进一步提

高安全意识，克服麻痹大意思
想，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牢牢
守住安全底线。各地各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
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采取科学有力的措施，加大监
管力度，把隐患整改落实到位。

杨良锋强调，要进一步强
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全力做
好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重点行业和领域要落实好人防
物防技防，配齐设施设备，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开展安
全巡查和监控工作。要加大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安全生
产工作水平，把安全事故消灭
在萌芽状态，为人民群众创造
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市领导督办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要求

强化主体责任 消除安全隐患
百岁生日 穿针引线

毛保玉老人缝制党旗谢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