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三差五断水的日子已成为过
去式”“铁锈浑水再也不见了”“低水
压导致接水像蜗牛也成为了过去
式”……7月19日，记者走进赤壁市
神山镇西凉村，提及已竣工的凤凰村
至龙岭村主水管道改造工程时，村民
们投来满意的目光。至此，该镇村民
终于都吃上了安全放心水。

对于此事，在该镇最边远西凉村
西凉小学任教的外地人刘华老师颇
有感受，她说：“以前回一趟家赶到城
里火车站要2个多小时，已经很难受
了，用水的时候还很不方便，经常洗

澡的时候停水，真的是想放弃。”
刘华感慨，如今，村里和老百姓

家里隔三差五断水的日子过去了，水
质也明显提高了。

由于历史原因，神山镇凤凰村、
西湖村、西凉村、龙岭村等地的供水
主管道受地形地势和人们生产生活
影响，供水压力不足问题尤为突出，
甚至经常出现停水的恼人现象。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今年5月，赤壁市水务集团、神
山镇实践活动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部署要求，以凤凰

村为起点，以一天500米的速度开始凤
凰村至龙岭村的主水管道改造工程。

神山镇党委副书记何紫阳介绍，
工作人员不分晴雨天，不分白天黑
夜，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全线
18.7公里管道安装工程，有效解决了
西凉、西湖、龙岭约7000人的用水问
题，推动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进一步走深走实走心。

“十个排气阀、三个排污阀、十余
个闸阀……”这样标准化的供水管道
铺设完成后，水压得到有效提升，就
连输水管道最末端——龙岭村的水

流速和水质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现在这么好的用水条件，这在

过去我们村民是不敢想的。”龙岭村
一组村民陈林河说，感谢政府实行了
得力措施，对我们西凉村、龙岭村、西
湖村三个村都实行了专线专管加压，
从质量上确实把了关。

赤壁水务集团副总经理赫忠栋
说，急群众之所急，我们全力以赴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一天
时间拿出水管网方案，一个月的时间
把18公里的水管网接通了，确保老百
姓吃上安全放心水。

赤壁神山镇

30天解决7000群众用水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袁俊

通城

城乡供水一体化
7月28日，通城县龙潭水厂员工

巡查生产车间。
近年来，该县着力解决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采
取管网延伸、新建水厂等措施，实现
城市用水和农村居民用水同网、同
质、同价、同服务，让全县城乡居民喝
上了健康水、用上了放心水。

龙潭水厂经过一年多改扩建后，
日供水能力2万立方，今年初正式运
行，将龙潭水库优质水源供给四庄、
沙堆、隽水等3个乡镇及城区10万居
民。

刘建平 摄 影像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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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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三天受偏北气流影响，晴天到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具体预报如下：6日：晴到多云，偏北风3～4级，26～35℃；7日：晴到多云，偏北风3～4级，26～35℃；8日：晴到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2～3级，26～34℃。明日相对湿度：70～100％。

服务热线： 56896

线上线下双推动 引导群众广参与

咸宁全民健身成新时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宋辉 朱一凡

7月28日晚，湖北科技学院医心科普工作坊和咸宁消防支队在
万达广场开展防溺水知识科普，让市民了解现代救护新概念和心肺
复苏救护技术，深刻体会到“黄金四分钟，救人要尽快”的含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培清 章文静 通讯员 田丽 邓志鹏 摄

通城举办乡村振兴学校

提升基层干部专业技能
本报讯 记者刘珊珊、通

讯员邱苏华、何刘芬报道：“在
乡村振兴学校的几天里，我们
不仅系统学习了关于乡村振兴
的各项政策，还详细了解了我
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先进经
验，大受启发、获益良多。”日
前，在通城县乡村振兴学校举
办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乡村
振兴专题培训班上，马港镇九
岭村支部书记徐正雄说。

今年是乡村振兴之年，通
城县依托县委党校教学资源丰
富的优势，以县委县政府授牌
方式，率先在县委党校成立全

市首家乡村振兴学校，充分利
用党校的师资库、教材库、基地
库、课程库，融合乡村振兴各部
门职能，打造全县的乡村振兴
人才基地、学习培训基地和研
究实践基地，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深入推进。

自4月1日成立以来，通城
县乡村振兴学校已开办了包括
防汛抗旱、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
乡村振兴、基层党务、乡村教育、
电子商务、林业执法等10期专题
培训班，培训2000余人，极大提
升了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参与乡村
振兴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能。

“8月8日是全国第 13 个全民健
身日，根据省体育局《关于推迟举办
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
紧急通知》文件精神,克服当前疫情
影响，我市将在线上举办瑜伽、街舞、
轮滑等比赛。”8月 3日，市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群众体育活动部部长李景
星对记者说。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为
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关于促进体育消费
助力体育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丰富
体育赛事活动，我市坚持疫情防控和举
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两手抓、两不误，
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
事活动，不断为市民提供优质体育服务
供给。

2月5日至28日，我市传统体育赛
事——第六届“香约温泉”系列活动如
期举行。通过举办乒乓球、羽毛球、网
球、气排球、长跑、太极拳剑、健身气功、
门球武术等9个项目的赛事，满足了群
众春节、元宵节期间的体育文化需求，
营造了就地过年的良好节日氛围，彰显
了市委市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
理念。

4月8日至18日，咸宁城区举办第

32届“春季健步跑”活动，共计5000多
名运动员参加。本届春季健步跑恰逢
建党100周年，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举行的一场规格较高、参与人数众多的
体育盛会，共有5096位健身爱好者参
加了线上初赛。4月18日，在咸宁高
新区横沟桥镇五一水库举办了线下决
赛。本次比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线下决赛湖北青鹏生态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参与，群众参与度
广，社会效应良好，为我市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体育活动的开展开了新局，为广
大市民提供了优质的体育服务供给，推
动了全民健身和长跑运动的发展普
及。更好地服务市民体育需求，促进群
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全面协调

发展。
今年5月至10月，咸宁市第二届

运动会在赤壁市启动，县市区组、市直
组、社会组将参加6大类26项比赛，目
前赛程已完成三分之一，涵盖青少年类
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跆拳道、棋类比
赛，职工类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足球、
棋类比赛等。

气排球运动是一项近年来新兴的
体育运动项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
爱。市气排球协会秘书长柳卫兵告诉
记者，我市共有气排球爱好者近万人，
常年参与这项活动的有千余人，目前有
男子和女子老、中、青 6个组别的队
伍。近3年来，咸宁气排球获得4次全
省冠军；获得1次全国亚军、1次第4名
的佳绩，位于全省前列。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孙金波
介绍，经过省体育局多轮选拔赛及考核
测评，咸宁市有3支气排球队即将代表
湖北参加全运会赛事，分别为中年组
（45岁—60岁）男队（咸安）、女队（咸
安）和一支乡镇代表队（通山县通羊
镇），一次性派出3支代表队参加国内
最高级别体育赛事，在咸宁体育史上是
巨大的突破。

“亲情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人
生故，诚心不可抛。今天，我们作文的
主题是‘诚信’，请各位同学自己先思考
一下如何取题并构思作文内容。”

日前，在通山县厦铺镇冷水坪村的
一间教室里，湖北科技学院青马班服务
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支教组成员
刘红，正在为初中班学生上作文辅导课。

“青马班”，是湖北科技学院2021
年“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
班的简称。今年，该校按照团中央、团
省委相关精神，对校“青马工程”进行全
面改革，采用课堂授课和实践锻炼相结
合的方式，以“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为
依托，组建青马班服务乡村振兴暑期社
会实践团队，组织近40名学员到通山
县厦铺镇冷水坪村开展为期15天的暑

期社会实践。
支教组组长凌庆婕告诉记者，7月

15日以来，17名队员在冷水坪村共开
设幼儿、小学、初中共5个班级，为当地
53名学生带来语文、数学、英语、历史、
音乐、舞蹈、绘画、手工、体育、主题班会
等课程约300课时。

“青马班”还将其余队员分成了红
色人物访谈组、国情调研组、党史宣讲
组、普通话推广组等几个小组，在指导
老师和当地村委会成员的带领下，分
头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在三宝村四都港革命根据地遗址，
70岁的老党员郑爱国，向红色人物访
谈组队员讲述了肖克将军在这里的英
勇故事。队员杨盼盼说：“从他身上，我
看到了冷水坪村革命遗址修复和红色

故事挖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看到了一
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我一定要把
这些红色故事整理成册并宣传出去，让
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些故事并传承红
色精神！”

“大爷，您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
人外出务工？”……连日来，国情调研组
队员挨家挨户走访，通过与村民聊天的
方式对当地进行国情调研，助力冷水坪
村乡村振兴。

“革命先烈用身躯筑起了中华民族
的铁壁铜墙，镰刀锤头铸就的是我们永
恒的信仰，金色的党徽是我们身上闪烁
的荣光……”党史宣讲组队员正抓紧排
练朗诵节目，准备为村民举办一场专题
文艺晚会，用冷水坪村的巨大变化来歌
颂党的光辉历程，引导村民知党史、跟

党走、报党恩。
冷水坪村支书黄工农说：“冷水坪

村作为鄂东南道委驻地，在鄂东南改革
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
些红色革命遗址未得到很好的保护，很
多感人的红色故事随着老一辈的去世
在逐渐流失，希望他们通过调研，能够
把这些红色故事及冷水坪村近年来的
发展历程挖掘出来，把这些故事写好、
说好、发扬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
为。”湖北科技学院团委书记王凡说，大
学生只有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才能
不断淬炼思想、增长才干。希望同学们
真正做到学习知识与投身实践相结合，
成长为政治坚定、素质全面、模范担当、
勇于创新的学生骨干。

湖北科技学院：广阔天地育新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通讯员 孙凡

市总工会

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马丽、通讯

员李晓惠、陈慧君报道：8月5
日，市总工会开展“关爱职工、
夏送清凉”慰问一线职工活
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
总工会主席梁细林带队慰问。

慰问组一行先后来到市人
民广场、市消防支队、银桂学校
道路工程施工地、咸宁高新区3
家企业、大洲湖大桥维修加固
工程现场、市快递行业协会咸
安投递站等处，看望慰问高温
天气中坚守一线岗位的职工，
并为他们送上了西瓜、医药箱、
纯净水等防暑降温用品。

梁细林叮嘱，当前正值高
温酷暑和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在坚

守岗位的同时，增强自我防护
意识，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和疫情防护工作，确保安全生
产和身体健康两不误，以更好
的状态投入到工作，努力在平
凡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据悉，市总工会将“送清
凉”慰问活动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相结合，坚持以职
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工会服
务职工、维护职工权益的“娘家
人”作用，深入基层和企业，倾听
职工呼声、关注职工诉求，协调
解决高温一线职工现实困难。

此次慰问活动人数达165
人，包括一线环卫工人、消防官
兵、建筑工人、快递员，共送去
慰问物资和慰问金4万元。

嘉鱼

开展城区全域消杀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杨祖勇报道：8月2日晚至3日
凌晨，嘉鱼县对城区全域开展喷
洒消毒作业，进一步筑牢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线。

嘉鱼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对此次县城区全域消杀
喷洒作业提前进行了周密部
署，发布了公告，将消杀作业安
排在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并提
前规划了作业路线、一线跟车。

“根据嘉鱼县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我们
组织了8台雾炮车和洒水车辆，

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早上4点，对
全县范围内进行大消杀，面积
约550万平方米。”嘉鱼县环卫
局负责人杨利介绍，消杀期间，
严格遵守施药标准、药剂比例、
检查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作业，
做到科学规范。

因消毒液有刺激性，对呼
吸道有影响，公告提醒市民提
前关闭好门窗，在喷洒消毒时，
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喷洒消毒
后，避免用手触摸建筑物外表
以及花草树木，最大限度减少
消杀作业对居民的影响。

市应急管理局“一把手”走流程

聚焦服务质效提升
本报讯 记者祝丹娜、通

讯员姜杭德报道：“你要办什
么业务？”“办理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你到网上提交了
没有？”“网上不知道怎么操
作，特地把资料带过来咨询一
下……”

8月5日，市应急管理局开
展“一把手”走流程工作，局长
吴涛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采
取亲自体验、陪同办理、回访群
众等方式，聚焦服务质效提升。

吴涛先以办事群众身份，从
事前咨询到表格填写、取号办理
到事项办结等方面切实体验企
业办事感受，了解并熟悉相关事

项的办理流程、所交资料、办理
时限；接着，他以工作人员身份，
按照办事指南，从资料审查到网
上办结，为一企业办理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的业务，并详细询
问了该企业负责人对办理流程、
提交的资料及办理时限的意见
和建议。

“窗口工作人员要科学执
法，规范实施行政许可，杜绝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办事流程上
再提速，材料再减免，时限再压
缩。”吴涛表示，要当好“店小
二”，真正做到“只进一次门”，一
个窗口一次性办结，全面提升服
务质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