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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近日，笔者从赤壁市城发集团获悉，由
该集团下属城投置业公司负责的华舟社区

“三供一业”改造项目已经完成，现正移交
使用中。老旧小区实现“逆生长”，焕然一
新的环境面貌让社区居民们喜笑颜开。

在蒲圻街道华舟社区南园小区，居民
们或在楼栋间的场所休憩，或在小广场上
散步健身，或闲坐在长椅上聊天……自得
其乐，呈现和谐悠然的美好画面。

改造后的华舟社区南园小区，道路干
净明亮，外墙光洁如新，整齐划一的车位，
安防监控、路灯、垃圾分类桶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环境变好了，生活品质提高了，
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日益浓厚。

今年82岁的王德福在此居住已经50

余年，这几年，她亲眼见证了社区翻天覆
地的变化，内心十分欣喜。

王德福说：“过去的环境比较脏乱差，
到处乱搭乱建，现在经过改造后乱搭乱建
的都拆了，喂鸡、喂狗的也没有了，环境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公园一样，每栋
楼之间都有绿化带，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就
有坐的凳子，有休闲的位子，也有活动的
场地，现在环境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

常住人口3800余人的华舟社区曾经
是赤壁市老旧小区矛盾突出的典型。过
去的南园小区，硬件设施破旧、楼房外立
面墙体斑驳、屋顶还存在漏雨现象，居民
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2018年，赤
壁市启动对该小区“三供一业”改造项目，

对供水、供电、供气进行整体安装，对房屋
立面进行整体改造，对小区配套设施及景
观进行整体提升，全面改善居住环境。

赤壁市国有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任超介绍，“三供一业”项目是
2018年由赤壁城发集团投资公司建设，目
前已经完成全部工程量的90%，配套的道
路、绿化会相继在下一步继续完成。后续
也会安排物业进场，根据社区和居民的相
关要求，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居
民的生活环境，让群众得到最大的满意。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加大投入，持续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切实让居民住得
更加舒心、安心。华舟社区是赤壁市老旧
社区改造的重点项目之一，按照方案分三

步实施改造升级。最先完成改造的南园
小区，已呈现出新的面貌和气象，赢得了
居民的高度肯定。后续，还将加快推进对
华舟社区广场、枥山两个小区的改造，让
更多居民享受发展红利。

华舟社区党总支书记金玲告诉笔者，
改造分三步进行，第一部分是南苑小区改
造，第二部分是配套设施，第三部分就是广
场和枥山小区。 目前南苑小区改造和配
套设施已经基本完工，整个广场和骊山小
区雨污分流勘探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就南
苑小区改造的效果来看，整个环境焕然一
新，而且居民生活环境就得到了很大改
善。下一步将通过居民与社区的党建引
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来开展下一步工作。

赤壁老旧小区“变脸”记
○ 通讯员 钟晓阳 王小晴 丁为为

赵李桥镇

生态修复向绿而生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吕蓉、岑媛芳报道：说起赵李

桥的山，附近的居民感情是复杂的。因为靠山吃山，过去
不少人曾靠着炸山卖石头过活；然而，多年的私开滥采也
把山变成了“癞痢头”，空气中常年弥漫着呛人的粉尘，居
民甚至不敢把衣服晾在室外。如今，这样的景象彻底成
了过去式，关、拆、转、复一套组合拳，又为它披上了绿色
的新装。

经营多年的钙石厂就要关停，万洲氧化钙厂、良华碳
酸钙厂等多家企业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赵李桥镇立即
上门进行约谈，为企业法人宣传讲解中央、省、市相关生
态环保政策，消除有关人员的抵触情绪。

镇干部吴正西回忆起2019年5月7日当天拆除厂区
内所有生产设备、设施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上午约谈，下
午就拆了。”吴正西介绍说，“坚决告别污染的繁荣，向绿
而生开新局。”

随后一段时间，厂区全面平整，复绿工程迅速启动。
该镇制定了《赵李桥镇非法矿山、石灰窑整治工作方案》，
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启动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
工程，对矿山进行旅游、健身、休闲开发，填整废弃矿渣，
种植了映山红、紫薇、桂花、香樟等苗木。如今，矿山已经
焕然一新，原本岩石裸露、寸草不生的山体重新焕发绿色
生机，成为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惠民项目。

据了解，目前该镇46座石灰窑已整体清除，不仅漫
天飞舞的扬尘从此“退”出天空，满目疮痍的山体也在垦
复植绿中愈发青翠。

“85后”、退役军人、党员、商人、村支
书，是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党支部书记
方德志履历上的介绍。但在当地老百姓
心中，忠实、真诚、负责，是方德志在处理
一件件鸡毛蒜皮事情上的具画像。

9月7日，在村委、果园、企业来回奔
波的方德志说：“做好群众工作，有两个
必须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必须放低姿
态。”

“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

2019年10月，寻常的一天傍晚，正
在武汉公司接待客户的方德志，接到老
村支书陈文忠从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打
来的电话。这个电话来得突然，方德志
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它还是改变了
方德志未来的人生方向。

原来，当了十几年村支书的陈文忠，
逐渐感觉到文清村在走下坡路，他心急
也心明，文清村需要更有能力更有斗志，
思维开阔与时俱进的年轻人来振兴。

在考察了本村四五名人选后，村民
们一商量还是觉得不行，总觉得与他们
心目中的“头雁”还隔了一丝。这“一丝”
可马虎不得，关乎文清村的未来。

所以这个“头雁”，村民选得慎之又
慎。他们把本村村民又再梳理了一遍，
一个忠实、真诚、负责又年轻有为的人不
约而同地从他们的嘴里蹦出——“85后”
退役军人、党员方德志。

但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事业做得
顺风顺水的方德志愿不愿意回村里来？
陈文忠把电话打到了在武汉的方德志，
语气焦急又期待。

老支书坦诚又细致地分析文清村的
优劣，也表达了村里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文清村的美好未来蓝图逐渐在方德志脑
海里勾勒起来。方德志把第一反应的

“不可能”改口成“家乡需要我，我就回
来”。

“没想太多，就问自己能不能‘奉献
’，有没有能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第三
天，方德志把武汉的公司转给朋友经营，
回到文清村。

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上级组织严格

考察，当年12月，方德志走马上任，担任
村党支部副书记。

喝好群众的“一碗水”

“方书记，你怎么不喝水，是不是嫌
碗脏？”

村民直愣愣地一句话戳懵方德志，
他这才发现，手边凳子上有一碗水。

原本是来帮困难户解决问题的，却
因一个“想也想不到”的细节，让群众对
他心生嫌隙。

这事发生在2019年，都两年了，方
德志仍清清楚楚记得每一个细节。

刚刚从一个商人转变成村干部，没
有经验的方德志急于进入角色，在第一
次入户摸底时，光顾着“打听”情况，没有
注意到那碗送到了手边的水，直到村民

“提醒”。
“感觉到不对了。”方德志说，我站在

群众面前的姿态不对。
到任前，商人方德志以为做村干部，

有一腔热情，甘于无私奉献就能干好。
不曾想到，第一次与村民打交道，一腔热
情还没开始“奉献”，就要先学怎么喝老

百姓倒的一碗水。
方德志发现，做群众工作与做生意

不同，不光要有奉献精神，还要懂得把姿
态放低，这是那碗水教给我的。现在到
老百姓家里，凳子有没有灰方德志也不
看，一屁股就坐下，也不管用杯子还是碗
盛水接过就是一口。“我是从农村出来
的，只是又回到了农村而已。”方德志说。

“我们觉得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在老
百姓心里都是大事情。也是那碗水让我
悟出来的。”

去年汛期，村里一对80多岁的爹爹
婆婆的老房子淹了水，方德志上门查看
受灾情况后提出为老人申报救助金。老
人却摆摆手说：“我不需要。”

有了那碗水的经验，方德志细细观
察后，发现房子遭遇淹水是因为没有排
水沟，彻底解决房子淹水的问题才是老
人真正需要的。

挖沟埋排水管，事情很快就办妥
当。老人特地赶到村委会感谢方德志，

“从来没有哪个书记能做到这样子，到底
下去这么接地气地解决事情。”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很容易就办好

的一个小事情，不值得夸。”老人紧紧握
住方德志的手，这双手让他更加深刻体
会到，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能者上，我不怕他们比我强”

2020年9月，方德志没有辜负所有
人的期待，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办着老百
姓的一件件“小事”和“大事”。

11月，引进的湖北乾诚商砼公司投
产，20余名文清村民成为该公司行政或
生产一线员工，刨去五险一金还能拿到
每月6000多元的工资。

2021年，招商引资工业企业落地4
个，拉动贫困户就业60人，提高贫困户
年人均收入2到3万元。

荒田流转，种养上了成片的稻虾。
村委主导成立赤壁市德源果业专业

合作社，一年四季有花开，一年四季有果
摘。

扶贫车间建在果园间，既开展技术
培训，又作为农产品展示厅和交易中心。

美丽乡村文化广场、村民活动中心
建成。

……
“一个项目跑下来，最少要花个把

月时间，挺艰难的。但为了村里建设必
须要跑。”9月，正值合作社猕猴桃、葡
萄、八月炸、火龙果成熟期，在果园穿梭
的方德志喜上眉俏，放下一颗猕猴桃又
拿起一串葡萄，骄傲地打趣道，“我都不
敢发朋友圈，上一批葡萄一个星期就摘
完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就是
游客来采摘游，采摘完了就走了，都没

‘游’起来。准备引能人回乡，做餐饮和
民宿，留住游客。”展望村庄未来，方德志
热血沸腾，村里已经计划好了，工业、农
业（稻虾）、果业三大版块一起发展，一二
三产业齐头并进，带动老百姓走向共同
富裕。

“副书记是本科毕业，前不久又招引
了两位后备干部，一位本科生、一位事业
有成想为家乡做贡献的小伙子，都是85
后。”方德志说，能者上，我不怕他们能力
比我强。

乡间秋色
9 月 14 日，在赤壁市车埠镇枫桥村，

放眼望去，一片片稻田青翠中渲染金黄，
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枫桥村位于车埠镇、余家桥乡、赤壁
镇三乡镇交界处，东与芙蓉村交界，南与
鸡公山村相连、西与余家桥乡相望，北与
赤壁镇青山村毗邻，全村现有9个村民小
组528户2310人。现有耕地面积3154亩，
山林面积4500亩，自然分布在9.6平方公
里的丘陵地带。

通讯员 汪孝文 摄

迎接全市第二届运动会

赤壁体育中心竣工验收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江陈、罗文馨报道：9月14

日，赤壁体育中心通过竣工验收，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咸宁
市第二届运动会胜利召开。

赤壁市体育中心位于赤壁夏龙铺社区赤壁大道南
侧，蒲圻大道东侧，总用地542.9亩，包含一座可容纳
15000座次的体育场、一座可容纳5000座次的体育馆、
一座可容纳1000座次的游泳馆及公园、商业性配套服
务设施。体育中心以“山水赤壁、凤舞龙盘”为核心构
思，塑造绿色、优美、蓬勃的新区节点，立足于赤壁“山
水共城市风光一色，古韵与现代风采齐飞”的发展主
题，力求传承地域文化，彰显现代文明，实现体育综合
体功能。

项目自2018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紧盯重点环节，强化安全措施，确保项目施工进度。
目前，土建、水电、消防工程等项目已全部完工。根据承
办咸宁市第二届运动会相关要求，已对灯光、扩声音响、
LED大屏、电动升旗系统进行最后测试，各项工作均已
达标，具备承办全市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和上级部分单项
体育比赛的条件。

培训茶能人

赤壁做强茶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聂火清报道：“学习比较紧凑，内容

也比较实用，整体来说，老师给我们这批学员都开拓了
视野，让我们的知识体系包括从业素质，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在参与赤壁青砖茶高质量发展全产业链管理人
才培训班后，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金莉这
样说。

为打造一支赤壁青砖茶全产业链管理人才，促进赤
壁青砖茶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5日至11日，赤壁市在浙
江大学举办赤壁青砖茶高质量发展全产业链管理人才培
训班，相关部门、茶企、茶馆共50人参加了培训。

浙江大学知名教授围绕中国茶产业现状与高质量发
展、茶产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中国茶文化与茶健康、
新时代茶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讲
解，学员们积极发言，就企业中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与老师
互动交流，气氛热烈，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培训旨在学习全国茶界新思路、新理念，掌握全国各
地统筹抓好茶文化、茶科技、茶产业的新动态、新亮点、新
经验，提高赤壁青砖茶从业人员科技创新意识、质量标准
意识和营销服务意识，并运用到茶叶种植、加工、营销的
各个环节，做到学以致用。

赤壁税务

贴心服务温暖纳税人
本报讯 通讯员林锦栋、朱梦和报道：“您好，请问您

办理什么业务？”日前，导税人员张婧看到腿脚不便、拄着
拐杖前来办税的张先生，连忙上前搀扶询问道。

得知张先生欲办理社保费缴纳业务后，张婧将张先
生引导到绿色办税窗口，帮助其填写相关表格资料。“我
是第一次来到税务大厅办事，这里的工作人员态度太好
了，服务非常贴心，还细心指导我办理业务，感觉像是回
家了一样！”缴费完成后，张先生连连称赞。

搀扶之下有真情，这样的场景在办税服务厅经常可
见，作为服务纳税人缴费的“最前线”，贴心而周到的服
务，对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至关重要。赤壁市税
务局高度重视办税服务厅建设，从“小”入手，着力提高服
务能力。

配备老花镜、医药箱、口罩等服务“小物品”；建立“一
对一”导税咨询和个性化服务机制，提供咨询引导、操作
辅导、协助填表、复印打印等帮办代办“小动作”；畅通“好
差评”等问题沟通反馈“小渠道”。

“让纳税人满意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
将持续提升办税大厅服务水平，让纳税人办事更放心、舒
心、顺心。”办税服务厅负责人周斌表示。

满腔热忱献家乡
——记神山镇文清村党支部书记方德志

○ 通讯员 吕蓉 袁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