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长江边上的赤壁镇东柳村二组
有两个漂亮精致的小游园，凉亭长廊木
椅，湿地喷泉花圃。但游园中的景观却
是另藏玄机。

“长廊下是微曝气生化池，对污水进
行微生物降解的。”中煤紫光湖北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李冰打开景观
长廊下的格栅井说，黑色的井水，是通过
入户管网从村民家中收集的各类生活污
水。

长廊前的湿地中，一丛丛美人蕉开
得红艳，隐藏在花丛中的管道孔正不断
地涌出清澈的水。“微曝气生化池对污水
进行微生物降解后，自流进入自然复氧
人工湿地进行二次降解，经检测达标后
再进行排放。”李冰从湿地出水端的喷泉
中取出水样，数据显示，通过几次降解后
达到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级A标准。

小游园旁是一条暗渠，达标后的水
通过渠道，向周围一片片颗粒饱满的高
粱地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现代化大棚进行
灌溉。

漂亮精致的景观实际是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它的工艺主要是一体化的微动
力生化反应池和自然复氧人工湿地。“这
种组合工艺实用、经济，运营成本很低，
可以配合美丽乡村进行景观建设。”

“变化相当大！为人民群众的生活、
环境健康方面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东柳
村二组村民吴凡清忍不住对污水处理设
施点赞，“原来各家各户的污水是‘放任
自流’，尤其夏天一到，走到哪里都有臭
味，蚊虫也很多。现在臭味没了，蚊虫也
少见，村容村貌得到了改善。”

这种景观式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赤壁市已于2019年在6个试点村建成

11个点，今年已启动34个整治村和示范
村的污水项目建设程序。黄盖湖流域等
急需要整治的村庄，已完成初步设计和
招投标等前期的手续，施工方团队已进
场做施工前的最后准备。

“为了改善农村水环境，同时也是为
了保护长江。”赤壁市住建局污水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吴凯伦介绍，赤壁市境内

有陆水河、黄盖湖、西凉湖等几个大型流
域，很多村庄在附近。通过前期摸排，因
地制宜系统施治，先试点再逐步向全市
推进。“目标是至2022年全市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不低于60%，2025年基本实
现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

为加强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及运
维管理，赤壁市印发《赤壁市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维管理实施方
案》。《方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加强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美
丽乡村建设等工作衔接，遵循“因地制
宜、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梯次推进、建管
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思路，实现一次
建设、稳定运行、水质达标、持续发挥效
益的目标。

乡村振兴看赤壁

农村污水不再“任自流”
○ 通讯员 吕蓉 魏保东 孙芬

赤壁青砖茶“联姻”青海天精草
○ 通讯员 李杰 肖天胜 孙芬

赤壁是万里茶道源头城市。四百多
年前，赤壁的青砖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青
海，进入柴达木盆地，进入牧民的日常生
活。400年后，拥有600年制作工艺历史
的青砖茶“联姻”海拔3200米青海海西州
的青海天精草，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来到赤壁市赵李桥镇思庄茶业，茶香
扑鼻。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
单，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思
庄茶叶负责人陈异勇告诉笔者，今年各类
青砖、米砖、茯砖销量均有提升，其中边销
市场依然占据主要市场。

“探索拓宽边销市场，企业也感到了

压力。”陈异勇的一番话让笔者感到好
奇。原来，赤壁市青砖茶的边销目的地主要
围绕内蒙、新疆、青海等地开展，但近年来的
市场却趋于饱和，牧民们也愿意尝试新品
种。“研发新品是当务之急！”陈异勇说。

陈异勇告诉笔者，当时去探索青海市
场的时候就有研发新品的想法，当地的枸
杞叶资源非常大，就在想能不能将枸杞叶
跟青砖茶融合在一起。

青海天精草，又叫柴达木枸杞，主要
产于青海省海西州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
都兰、乌兰、德令哈等地区。该地以其独
特的气候，给枸杞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自然优势，是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的理
想“添加剂”。把赤壁青砖茶与青海天精
草融合在一起，并非异想天开。据《本草
纲目》记载，“春采枸杞叶，名天精草；夏采
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
名地骨皮。”

“枸杞叶功效很多，护肝、补肾、清肝
明目等。我们将枸杞叶拿到权威部门检
测过，里面的氨基酸和黄酮含量很高。当
地人基本上是没有利用，浪费掉了。”陈异
勇说。

如何让两种神奇的东方树叶完美融
合，让口感和功效达到最优值，也经历了

一次次反复的实验和论证。
“从原料的选择，与青砖茶的比例调

配，还有口感上，大大小小经过了几十次
的实验。目前的调配以青砖茶为主，口感
上有一点枸杞的果香，又保存了青砖茶的
回甘。”陈异勇说。

在拓展边销市场的同时，思庄茶业还紧
盯和拓展沿海市场，让以杞叶青砖茶为代表
的的新生代产品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接下来，陈异勇打算先通过赤壁与青
海的联合，将枸杞青砖茶投入青海市场做
最初的市场销售，下一步再计划与深圳报
业集团签订合同，在大湾区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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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老旧小区改造

防疫施工两不误
本报讯 通讯员邹玉成、艾菊桂报道：赤壁市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各个工地一边紧张施工，一边组织施工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做到小区改造施工和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两不误。

汪家堡社区火车站老旧小区改造施工人员大部分来
自重庆和宜昌，目前所有施工人员已完成疫苗接种。从
8月1日起，进入工地人员要严格检查健康码、行程卡，进
行体温检测，全程佩戴口罩；施工方采购了足够的口罩、
酒精、体温计，发放给施工人员，叮嘱他们勤洗手、勤消
毒；施工人员吃住都有专门的食堂和集中租住的宿舍，减
少人员不必要的流动与接触。

名居家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地负责人介绍，为了
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路面破除噪音大的项目，尽量不在
居民休息时施工，对施工现场实施消杀，做到施工区域封
闭，实行分餐制，帮助工人正确认识当前疫情形势。

赤壁市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地的施工人员做到核酸检
测应检尽检、疫苗接种应接尽接，不漏一人。各个工地发
放了《疫情防控登记花名册》，建立了施工人员体温测量
登记表和“日报”制度，每天上报，内容包括工人基本信
息、是否有不明发热咳嗽等现象、14天内是否去过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是否接种疫苗等。有效保障了施工工地
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的“并进并重”。确保工地实名制、
进出人员管理落实到位，守牢疫情防控安全底线。

新冠病毒疫苗如何做到应接尽接？8
月以来，赤壁市“下苦功夫，用笨办法”，以

“办案”的精神，开展“敲门行动”，对应接
人群再筛查，做好疫苗接种宣传和服务，
确保新冠病毒疫苗应接尽接。

8月23日中午，烈日当头晒得皮肤火
辣辣，赵李桥镇防疫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
开展新冠病毒疫苗应接尽接推进工作。

在蓼坪村委，工作人员在录入人员
信息，桌上堆满了清晰登记有本地已接
种、外地已接种、有接种禁忌、人员流入
流出等信息的各类台帐。笔者从现场了
解到，该村接种工作进展顺利，除有接种
禁忌不能接种的人员，应接人员已全部
接种完。

在查对台账时，“三组脱贫户汤海兵
家有人员流动。”随后，蓼坪村党支部书记
黎红江与交投集团驻村工作队员来到汤
海兵家走访，曾经阴暗破败的瓦房已换成
两层装修得明亮的楼房。

经询问得知，汤海兵儿子在外务工，
已接种新冠疫苗。“老汤，还要拜托你个事
……”黎红江话说一半，汤海兵马上知解
其意，“那我知道，都通知了。”原来，汤海
兵是老党员、老组长，不仅带领全家主动
接种疫苗，也一直积极配合村里密切关注
组里外来人员做好登记，督促村民及时接
种疫苗。

发动党员，动员志愿者，广播、喇叭、
微信，逐一逐户上门，并且做好去医院打

疫苗服务……通过这些“笨办法”，多上
门，多排查，赵李桥镇党委委员岑媛芳表
示确实有收获：“继续加紧开展‘敲门行动
’，边边角角层层摸排，确保能接尽接。”

在新店镇政府，工作人员分组核对该
镇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对
表核对摸排的人员疫苗接种信息。

“不对，这是昨天的数据。”“院长，你
把接种的人数，第一剂、第二剂多少人，分
开报给我一下，有个数据不对，我核准一

下。”新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徐跃龙较着
一股劲，在庞大的数据中盯着一个他昨天
见过的数据再次核准。

再三核准后，徐跃龙赶往镇卫生院查
看接种情况。现场，一位刚刚接种完的16
岁少年向徐跃龙询问如何查询自己的接
种信息，徐跃龙一边拿着手机操作一边给
少年讲解。

“把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一理再理，确
保人员信息精准掌握，再对有需要的群众

提供上门、接送接种服务。”徐跃龙说，没
有窍门，把工作做细致，与时间赛跑，才能
共筑免疫防线。

在城区，敲门声伴随暮色响起。
“您好，请问您一家常住人口有几

个？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了吗？接种了
几针？分别是什么时候？”夜色沉沉，赤壁
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组成8个
小组，前往包保木田畈社区木田畈安置点
小区开展“敲门行动”。

有部分居民手机没有扫码功能，还有
大部分人忘记了自己的具体接种时间。
针对这些问题，党员万亚飞专门录制了如
何帮助居民查询接种信息的小视频，以直
观方法帮助大家更高效进行核查。

“今天我们小组的敲门任务已经完
成，我已将大家核查的疫苗接种信息统计
汇总。”党员柯进将当晚“敲门行动”核查
新冠疫苗接种信息转交给木田畈社区负
责人后，急匆匆地赶赴畜禽屠宰场进行畜
禽屠宰检疫工作。

当前，赤壁市一方面充分运用好人
口普查数据基础和大数据进行比对，一
方面各级各部门通力配合全面开展“敲
门行动”进展摸底，确保准确掌握应接种
人口数量。同时做好疫苗接种各项工
作，实行日结工作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广
泛动员全体在赤生活工作人群接种疫
苗，与时间赛跑，集中力量攻坚，共筑全
民免疫防线。

敲门声声响 筑牢免疫墙
赤壁做好疫苗接种宣传服务

○ 通讯员 吕蓉 孙芬 廖茗

持续6年资助大学生

赤壁爱心企业情系家乡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报道：8月23日，湖北赤壁鸡

公山慈善基金会捐资助学活动在赤壁市车埠镇鸡公山村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举行，现场为24名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22.6万元。

湖北赤壁鸡公山慈善基金会由车埠镇鸡公山村村民
熊峰出资100万元创建，每年为鸡公山村考上一、二类大
学生发放助学金，激励该村学子心怀感恩，刻苦学习，早
日成才。

“我准备将一部分助学金当做学费，剩余部分将购买
网课和辅导资料，备战明年职业医师资格证，争取一次性
通过。”受捐学子吴诗虹表示。受捐学子祝词对这笔奖学
金也有自己的安排，她准备将一部分用于支付学费，剩下
的另一部分用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全身心投入到学
习中，不负大家的期望。

6年来，湖北赤壁鸡公山慈善基金会累计为该村150
名学子捐赠133.3万元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毕业后我想回到家乡赤壁，为鸡公山村村民提供义
诊服务，力所能及地为赤壁人民作贡献。”吴诗虹说。

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解忧

赤壁开通就医专线
本报讯 通讯员杜萍报道：“喂，您好！我是家住天

桥巷的特困人员，最近我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想去医院
做个全面检查，能麻烦帮我联系一下医院吗？”

“好的，我们这就为您联系有关医院，请保持电话的
畅通。”

这是一条专为赤壁市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
务改革工作设置的就医专线。

8月25日上午，在接到服务对象的就医电话后，赤壁
市民众社工立即与同济赤壁医院相关医生取得联系，在
向其简单说明服务对象病情后，便一同上门进行接诊。
本次接诊的2名分散供养特困对象，一名因身体残疾，近
期突感肺部不适，已安排入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另
一名在家不小心摔倒，导致轻微擦伤，经过医生检查之
后，随其家属由民众社工送回家中，并叮嘱照料人日常照
料注意事项。

据悉，凡属此次改革试点街道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如有就医需求，均可拨打家中“分散供养照料服务台卡”
上提供的就医热线。考虑到对象多行动不便，由民众社
工安排车辆上门送医，并链接相关医疗机构，提供绿色就
医通道和住院期间的日常送餐服务。

赤壁市民政局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务试点
工作，以完善“物质类救助+服务类救助”为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方式为方向，通过引入第三方服务机构，依托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不断提升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水
平和生活质量。

8月23日，在砂子岭社区六组安置点改造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配合天泵车对路面进行修复。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正在进行路面修
复及黑化，下一步将陆续对消防、安防、绿化、照明、门卫
室、烟道等进行改造，建设一个美丽、文明、和谐的幸福家
园。 通讯员 王丽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