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与赤壁市官塘驿镇丰乐畈村紧密
相邻的神山镇莲塘村，是一个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爱莲说》的地
方。有着9个村民小组和7.2平方公里版
土面积的莲塘村，距赤壁市城区有35公
里之遥，与神山镇镇区有7公里之远。这
样的区位特点和多山、少田、尽坡地的地
理特征，使得集“边、远、贫”于一身的莲塘
村，纵是到了2015年，集体收入也只有区
区5000来元。

近年来，村党支部一班人为有效改变
莲塘村“穷有其名”的尴尬境况，在村支书
王雪山的带领下，凝心集力谋发展，兴村
富民谱新篇，2020年被赤壁市委、市政府
评为“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十佳村”，2021
年3月被评为湖北省“文明卫生村”。

“清塘”莲塘面貌新

作为一名1972年出生的莲塘人，王
雪山就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知晓村民
们“活着的好歹”；作为一个在1995年怀
揣梦想外出打拼的“读书人”，王雪山在村
里村外的比较中，明白莲塘村在时代发展
进步中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作为一名年

近五旬的共产党员，王雪山在一次次重温
入党誓词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了使命的崇
高与神圣。2018年12月，当全体村民群
众一致选举他为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时，他从1600余位村民的殷切目光中，听
到了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深情呼唤，看到了
满溢的期待与相信。于是，他毅然放下了
手上的事情，与全村39名党员干部一起，

“清塘”一般掀开了莲塘村面貌改变的崭
新一页。

从改变党员干部“精神面貌”入手，莲
塘村党支部以“党组织要成为群众的坚强
堡垒、党员要成为群众的表率标杆”为努力
方向，通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和“主题党日+”等活动，大大
增强了全村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先锋模
范意识，并在践行宗旨意识的实际行动中，
把干部群众扭成了一股绳，真正成为了村
民群众的“身心依靠”和“主心骨”。

接下来，莲塘村党支部又以宜人宜居
为努力方向，成立两委工作专班，争取各
方面政策支持，修建了通村串组公路13
公里，在9个村民小组安装路灯240盏，完
成南北生产渠清淤、护砌2公里及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程，自来水实行了城乡供水一
体化，并健全了日常保洁机制，配齐垃圾
桶40个，新建厕所108个……

“植莲”莲塘产业旺

莲塘村是神山镇曾经响当当的贫困
村，满村坡地既是村民们“聊以裹腹”的忙
活，也是家家户户“活得不好”的惟一“资
本”。要让“莲塘活起来”，就必须依托满
村坡地厚植可以富民强村的“莲塘产
业”。思路决定出路，莲塘村“两委”干部
在走遍莲塘村所有农户和田间地头后，详
细制定了村级脱贫发展规划，积极主动引
导莲塘村六组村民王小芳等青年人才回
乡创业，建成了包含蓝莓、猕猴桃、杨梅等
在内的规模型水果采摘基地130亩，带领
村民开山辟田、铺管打井，建设成片吊瓜
基地140余亩。此外，还在村里建设高标
准稻虾连作基地1000亩，让68户村民年
亩平均增收2000元。

为全面提振村民群众的产业发展信
心和切实提升村民群众的创业热情，村党
支部还根据村民需求，对接赤壁市相关部
门，不定时邀请专家、致富带头人现场授

课，通过专题培训、跟班学习等方式为群
众创业打气鼓劲。莲塘村村级集体经济
从2015年的0.5万元，上升到了2020的
13.5万元，并有望在3年内突破20万元。

“护荷”莲塘做园丁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把习总书记的谆谆
教导化为“幸福莲塘”的具体实践，村党
支部一班人满怀园丁之情，努力建设美丽
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莲塘村建起了轩昂的村务办公大
楼和乡村图书室、乡村大舞台，投资兴建
了2个占地面积1000平米的休闲广场。

为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村里还
组建治安巡逻队伍，每月对全村重点区域
进行常态化治安巡逻，及时发现和消除隐
患，确保社会治安稳定，村民安居乐业。

现在的莲塘村，呈现的是一幅“书有
看、舞有跳、闲有乐”和“办事不出村”的现
代美丽乡村景象，恰若一朵朵嫣然而开的
映日荷花，显得特别的擎青摇翠，特别的
香远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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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田靠“保姆”，自己不用种，还有收成

赤壁积极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肖天胜报道：种田靠

“保姆”，自己不用种，还有收成。如今，土
地全程托管服务在全市悄然兴起。农田
有了“保姆”后，农业生产全都交给‘保姆’
托管，曾经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当起了“甩
手掌柜。”

9月24日，赤壁市车埠镇黄土村，金
色的稻田里，4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对已熟
的中稻进行收获。村民刘家晖今年种了
18亩中稻，其中4亩自己种植，剩下的14
亩全交给黄土村科技创新专业合作社这
个“土地保姆”全程托管。

赤壁市车埠镇黄土村刘家晖：“我们
老百姓委托到村里，他们去管田，不需要
我们老百姓耕田、不需要种子、不需要化
肥、不需要劳作。”

今年初，黄土村科技创新专业合作社
在赤壁首创土地全程托管新模式，合作社
与村里180户农户签订了1000亩水稻田
托管协议。

赤壁黄土村科技创新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熊伟金：“我们整个‘保姆’服务设成
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第一是我们
帮他耕种，再就是我们帮他配稻谷的品
种，跟他田间管理，跟他收割，跟他统一销
售出去。”

土地托管后，农民如何获益？根据托
管协议，农户向合作社支付600元托管服
务费，种植获得农产品全部归农民所有，
且约定产量不低于1000斤/亩。按照每
斤稻谷1.2元的市场价格计算，每亩最低
收益1200元，除去托管费用，农民每亩田
最低还能增收600元。

熊伟金说：“根据目前收割上岸的稻
谷以及数据核算，1亩田产稻达1100多
斤。这1100斤有将近1300多块钱，老百

姓支付我们600块钱（托管服务费），多余
的700多块钱全部支付给老百姓。”

按照这种模式，亩产1000斤以上，合
作社和农户双方都能获益。高产量高效
益从何而来？据合作社负责人熊伟金介
绍：合作社采取规模化种植，通过整理小
路、小沟、边埂，种植面积能增加5%；专用
品种订单可以直接对接用粮企业，每亩增
收达150元；机艺融合，统一管理，粮食总
产量能增加8%；规模化种植使批发价成

零售价，农资成本能降20%；全程大型机
械化作业，节省人工60%……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村
许多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托管有效解决
了农民“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挣钱”
和“新生代农民不愿意种地”的难题。

熊伟金说：“我们现在农村基本都是
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里种植，（土地托管）
能解决这个劳动（力）的问题。发展这个
模式主要是为老百姓增收，以前他们土地

流转给别人种，基本都是100—150元（每
亩流转费），我们一下跟他增加到600元，
相当于增加了3倍的收益了。”

坚持实施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的战略，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乡村振兴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积极推广农业生产托
管模式，为农户提供耕、种、防、收全程“保
姆式”服务，创新了农业经营方式，增加了
农民收入，“托”出了现代农业新气象。

迎接咸宁市第二届运动会

赤壁体育中心正式启用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杨迅报道：经过近3年的建

设，9月27日，赤壁市体育中心正式启用，咸宁市第二届
运动会将在此举办。

27日至28日，赤壁市体育中心进行了咸宁市第二
届运动会（残疾人类）田径比赛。主会场建筑风格、配套
设施、优良的服务得到了参赛运动员的高度肯定。

“场馆的整体造型非常的优美，它的无障碍进出通道
给残障人士带来了便利，也符合我们‘参与、融合、共享’
的理念，我觉得赤壁市为此次比赛投入了很大心力，比赛
的体验非常棒！”咸安区代表队运动员郭建华说。

“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宏伟，是我印象中见过最好的
体育馆。”赤壁市代表队运动员郑秋明告诉笔者，“我觉得
为我们残疾人士考虑非常周到，好多都是无障碍设施，比
较方便。”

赤壁市体育中心占地面积352亩，总建筑面积4.57
万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建筑面积2.08万平方米，可容纳
15000人就座，体育馆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可容纳
5000人就座，另有室外运动场、公园、商业用房、停车场等
配套服务设施。该项目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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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此次运动会的举办，这次
在赤壁市体育中心进行残疾人田径比赛，主要是想激励他
们的斗志，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阳光。希望残疾人朋友能
够赛出好成绩，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咸宁市第二届运
动会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赤壁市残联理事长张亚文说。

侯家山桔子成熟
体验采摘正当时

当下正是桔子成熟的时候，9 月 28
日，笔者在赤壁市双泉村侯家山看到，一
个个山头上桔子挂满枝头，秋风徐徐，桔
香阵阵。果农正忙着采摘，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

“双泉村侯家山从1982年开始种植桔
子，这里的桔子体形均匀、光洁度好，皮
薄、味纯、汁多、糖度高。”侯家山果农侯荣
佳告诉笔者，“游客自行来采摘是三块钱
一斤，可以在山上随便吃。吃完以后袋子
里摘的过称再算钱，吃是不算钱的，这非
常实惠。”

目前，双泉村2000多亩的桔子已经成
熟上市，如果您也想体验采摘的乐趣，不
妨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在闲暇之余带
着亲朋好友，来到乡间田野、山头果林，体
验一回柑桔采摘游。

通讯员 黄河 侯洁 摄

“社区青助力”

赤壁社区治理有了青年力量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李也、杨迅、魏婕、曹远松报

道：9月28日，赤壁市举行“社区青助力”工作品牌发布会
暨青春社区节活动，把青年工作同社区治理紧密融合，团
结带领广大青年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赤壁市冲刺全国
百强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市贡献青春
力量。

活动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载体，来自全市31个城
市社区、6个试点社区的青年分设多个项目展位，组建

“青春智囊团”，集聚“青春合伙人”，建设“青春加油站”，
争当“青春环保人”，撑起“青春彩虹伞”，五大青春品牌各
具特色，全方位聚焦社区基层治理中活跃的青春身影。

恣意飞扬青春，社区绽放风采。大事小事让“青年
说”、小区生活让“青年议”、急事烦事让“青年干”、疑难困
惑让“青年帮”。共青团赤壁市委副书记任宴东告诉笔
者，该品牌的创立，将有效为社区工作注入青春力量。

“今年我们共青团中央出了一个品牌的工作，叫社区
青春行动。我们接受到这个工作之后，就通过争取组织
部的支持，积极推出了我们赤壁市社区青助力品牌项
目。在六个试点社区选择了最优秀的十几个五大青春品
牌项目作为一个展出。青春智囊团就是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招募热心公益有服务热情的创业青年，参与社区的
党建联席会，与社区自治组织下沉单位和居民代表一起
交流研讨协商解决社区的问题，再比如这个青春合伙人
就是利用小区的圆桌会，吸纳一批涉及物业管理、公共环
卫、消防安全、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卫生医疗等各个领域
的专业青年力量共同组成。”任宴东说。

赤壁水浒城村

村民养牛养出“牛”日子
本报讯 通讯员黄河报道：9月28日，笔者在赤壁水

浒城村一组看到，山坡上一头头牛正在津津有味咀嚼着
野草，“哞哞哞”的叫声此起彼伏，牛叫声唱响了脱贫致富
的乐曲，村民养牛养出“牛”日子。

“养牛还是很划算的，成本低，不费劲，销路也不愁。”
水浒城村一组村民徐司德，一边正忙着喂牛吃草，一边给
笔者介绍养牛的情况。

“现在我养了52头牛，最大的一头牛可以养到400
斤左右，我每天都在这里放牛。”徐司德说，“养牛不需要
多少技术，不费体力，水浒城村到处都是青草。我今年
70岁了，去发展其他的种养殖业怕是力不从心，再说了
我就是个农民，从小就和牛打交道，怎么放牛、怎么养牛
熟悉得很！”两年来，徐司德共出栏黄牛50多头，年收入
15万余元。

徐司德找对了发家致富的路子，靠着清醒的头脑和
勤劳的双手，小日子越过越“牛”。

莲塘芙蕖别样红
——赤壁市神山镇莲塘村党支部侧记

○ 通讯员 徐泰屏

赤壁交通运输

加强危险品运输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叶芳艺报道：连日来，赤壁市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危险品运输行业专项检查，确保国
庆黄金周危险品运输行业安全。

在赤壁衡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赤壁帅力危险货物
运输有限公司等四家危险品运输企业，执法人员认真检
查了企业经营资质、危险品运输车辆配置、相关工作人员
从业资质，公司日常安全培训开展等情况，现场检查
GPS监控制度落实情况，要求企业进一步完善从业人员
相关信息台帐，严格落实日常安全管理制度。

在京珠高速茶庵、斋公岭出口，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
进入赤壁市的危险品运输车辆的经营范围，驾驶员、押运
员从业资格证，以及车辆的安全设施情况，现场开展普法
教育，加强驾驶员、押运员安全意识。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赤壁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将继续加强对危险品运输行业的执法检查，采取形式多
样的方式和方法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宣传引导，督促
企业按照要求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工作
落实到实处，保障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安全、平稳、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