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10月12日上午，“2021咸宁环保世纪行——咸宁长江岸线行活动”启动。
咸宁地处长江中游，128公里长江黄金水道依境东流，是长江水源的重要

涵养地和中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长江大保护，咸宁做得怎么样？本报派出采访团，围绕“共抓长江大保护、

实现高质量发展”主题，沿咸宁境内长江岸线实地采访，真实呈现长江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际成效。即日起，本报推出《咸宁长江岸线行》专
栏进行连续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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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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受偏东气流影响，阴天有小雨；15～16日，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有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14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3级，16～21℃；15日：阴天有小到中雨，偏北风3～4级，16～18℃；16日：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4级，15～17℃。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王远远报道：10月14日，省
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
长黄俭带领省办学质量评估工
作组来我市，对市委党校（市行
政学院）办学质量进行实地评
估检查。副市长王刚出席评估
汇报会并讲话。

评估工作组在听取汇报，
检查台账，考察校园建设，学员
座谈后，前往萝卜小镇检查现
场教学点，并召开评估工作反
馈会。

评估工作组指出，要充分
认识做好这次党校办学质量工
作的重大意义，落实好评估工
作是市级党校发展跃升的重要
机遇。要准确把握这次市级党
校办学质量评估的重点任务和

具体要求，坚持评估原则，客观
反映真实情况。要强化责任担
当，推动办学质量评估工作落
地落实，逐级压实责任，充分发
挥主动作为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评估实效，有序务实高
效推进工作。

王刚表示，市委党校将以此
次评估为契机，坚持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针对评估
工作组指出的问题和宝贵意见，
照单全收、全面整改，努力做到
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扬优
势，从根本上提升办学治校能力
和水平，担当好培训领导干部
主渠道、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
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和重要智库的作用，全面推进
新时代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办学质量评估工作组来咸

评估检查市委党校办学质量

“瞧，这路修得平整宽阔，不亚于城
区里的刷黑公路，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担
心下雨天了！”9月28日，赤壁市神山
镇凤凰村村民田缝秀看着新修的西杨
线道路感慨。

凤凰村属边远山村，西杨线是村民
们进出的主要通道。由于老路已有10
多年历史，长约10多公里，路面破损严
重，坑坑洼洼，每逢下雨就会出现“小水

塘”，居民出行十分不便。
去年，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展中，赤壁交投集团收到了村民们
的诉求，集团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回
应，聚焦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结
合行业特点，列出实事项目清单，这条
路的改造很快提上日程。

西杨线西凉咀至神山段全长
17.44公里，沿线有凤凰村、西湖村、西

凉村等，原道路为砂土，部分水泥砼路
面不同程度出现凹槽、沉陷、板裂等情
况，直接影响沿线群众出行及乡村产业
发展，交投集团及时组织施工队伍，挂
图作战，倒排工期，采取“白加黑”工作
模式加快推进道路建设。

通过全体施工人员日夜拼搏，路基
宽6.5米，路面宽5.5米的主体道路于
今年8月底正式通车，安防、路灯等附

属设施也得到完善。
如今，车辆行驶在西杨线道路上，

沥青路面宽阔平整，标线分明，两旁绿
树成荫，湖田相连，宛如一条玉带串联
各村，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新图景。

西湖村的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
猕猴桃种植基地上，金灿灿的果实挂满
枝头。基地负责人任立明介绍，现在正
值猕猴桃成熟采摘的季节，基地道路修
通了，进货车辆可直接开到田间来装
车，发货速度提高了，预计每亩可节约
运费近200元。

要想富，先修路。当沿线群众走上
宽敞平坦的道路，用勤劳朴实双手创造
美好幸福生活时，一幅欣欣向荣的乡村
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赤壁市神山镇凤凰村

一条路带来美丽蝶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袁俊

本报讯 通讯员陈琪、聂
恩靖报道：“阿姨，我们来帮您
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以后万
一发生火情，它会自动感应并
报警，提醒您及早撤离。”日前，
咸安区汀泗桥镇联合咸安区消
防大队免费为辖区内符合条件
的独居老人安装烟感报警器，
让他们居有所“安”。

安装中，工作人员为老人
耐心讲解烟感器的功能，演示
使用方法，并进行了性能测试，
确保每个烟感器能够正常工
作。同时还检查了老人家中用
电设施、杂物堆放等情况，叮嘱

老人注意用电用火，若发生紧
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
电话求助。

该镇在“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始终聚焦“小切
口”，服务“大民生”，切实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办身边事。
后期将加快进度，力争实现辖
区内独居老人100%覆盖应用
烟感报警器，进一步提升村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一步，将持续对独居老人开
展安全消防检查，并常态化普
及消防安全基础知识，努力为
独居老人撑起平安“保护伞”。

咸安汀泗桥镇

为独居老人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
讯员王晓芬报道：9日，市文旅
局在市图书馆5楼会议室，开展
了一场主题为“原原本本读‘讲
话’真心虚心悟‘成功’”的宣讲
活动，该局全体职工参会。

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市委宣讲团专家组组长王胜
弘，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
言，从庆祝成功、阐述成功、展
望成功三个逻辑板块，详细全
方位、高层次、多视角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历程；
带领参会人员系统学习了100
年来我们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
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
就、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系统
阐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
个必须”；详细研究100年来我
们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
们党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大
问题。

市文旅局副局长郑丽年
说，开展此次宣讲活动，旨在激
励全体党员认真学好党史，积
极将建党精神融入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真正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市文旅局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乡村

“四好农村路”纵横交错，太阳能路
灯立于路边，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日
前，走进通山县杨芳林乡郭家岭村，一
幅幅美丽的画面映入眼帘。

近年来，该村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厕所革命等活动，通过门前三包、村
规民约、清洁评比、日常巡查等形式，实
现环境卫生治理常态化、自觉化。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陈红菊 通讯员 胡保国 徐辉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熊正尧、
刘祯一报道：13日上午，市烟草
局驻嘉鱼县官桥镇廖家桥村工
作队与村“两委”干部到老年人
家中开展“重阳走访廖家（桥）
村，情暖空巢老人心”的走访慰
问活动，送去重阳节的祝福。

参加慰问的党员干部们每
到一户，都会以拉家常的方式
与老人聊天，详细询问老人的
健康状况、精神状态、生活困
难、子女在外地的情况等，并帮
他们测量血压、打扫卫生，叮嘱
老人们天气变化无常，要注意
防寒保暖和出行安全。

在廖红妹老人家中，考虑

到老人行动不便，工作队员帮
老人打扫院子和厨房，并为老
人淘米做饭。老人拉着工作队
员的手感激地说：“党和政府对
我真是太好了，不仅政策上解
决了我生活上的困难，还经常
看望我、关心我。”

市烟草局驻廖家桥村第一
书记胡宏霞介绍，开展此项活
动意在搭建党群联系桥梁，以
实际行动提升基层群众的幸
福感，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接下来，将陆续捐赠30
多万资金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产业帮扶、健康帮扶和金秋助
学。

市烟草局驻村工作队

情暖空巢老人

“这种葡萄多少钱一斤？味道不
错，给我来5斤吧。”9月29日，通城县
麦市镇井堂村下贩路边，王小平的水果
摊前来光顾的顾客络绎不绝。

“我是麦市镇第一批种植葡萄的
人，搞水果种植也要与时俱进，不能老
是守着老技术老观念。”王小平说。

2014年，王小平从玻纤厂下岗后，
便到处寻求谋生的生意。得知麦市政
府正从湖南岳阳引进葡萄项目，他立马
签订合同，承包60亩地，成为当地第一
批种植葡萄的农户。

随后，王小平成立井堂村鸡笼山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不断扩大种植面
积，并探索出了“鸡鹅除虫草”的循环有
机种植模式。 到如今，他种植了80多
亩葡萄，10多亩火龙果，10余个品种，

带动周边村庄种植400余亩，带动了
200多名贫困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

“现在什么都能直播，我们种植技
术也能通过手机直播学习。”王小平打
开手机，全国葡萄种植技术交流群里，
专业老师和群员聊得正热闹。

每年至少一次线下培训、每晚都有
直播课、线上专业老师随时答疑解惑
……只要王小平空闲下来，他就抱着手
机学习。王小平调侃，自己小时候学习
都不如现在用功。

王小平在通城县是第一个种植百
香果的。走进百香果园，绿油油的藤蔓
整齐攀爬，一个个沉甸甸的黄或绿色果
实或垂落半空，或躺在藤蔓上，饱满地
吸收养分。

2018年11月，王小平给自己放了
个假，一家人前往海南三亚旅游。来到
当地的百香果种植基地参观时，王小平
尝到了酸酸甜甜的黄金百香果，感到新
奇的同时，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这种
果子是不是也可以在我的果园里种植。

不懂技术，不知结果，但王小平就
是觉得可以尝试一番。说干就干，王小
平与该基地老板联系，采购了一批黄金
百香果苗，在自己的果园开辟了4亩地
种植百香果。

“种植百香果的气候、土壤、水分等
都与其他果子不同，我只能边学习边实
践。”王小平说，去年，百香果正式挂果，
由于技术不成熟，再加上种苗长途跋
涉，第一批果子品质不佳，卖不出去，亏
损了2万余元。

“搞农业就是敢于‘吃螃蟹’，该交
的学费得交，这样才能学到东西。”王小
平笑着说，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下，今年
的百香果挂果率大幅度提高，品质也有
了很大改善，王小平也开始谋划着下一
步计划。

咸宁是如何与长江“牵手”的？
10月12日，在赤壁市黄盖湖镇的

长江干堤咸宁段零号界桩，我们感受到
咸宁与长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静静的潘河从黄盖湖鸭棚口流出，
经过小镇，由太平口汇入长江。赤壁青
砖茶曾经此水路开启万里茶道之旅。

干堤两侧，一边是已建成湿地的行
洪区，一边是村民安居的农家小院。

堤上远眺，新通车的赤壁长江大桥
气势恢宏；隔河相望，能看见湖南临湘
市的轮廓……

这是长江咸宁段的起点。
“说是起点，其实这是湖南的地

界。我们的1号哨所也建在湖南境内
的0+800堤段上。”赤壁市黄盖湖镇人
大副主席罗会斌说，我们承担了湖南黄
盖湖干堤1.5千米的防汛任务。

湖北的哨所为何建在湖南的地
界？赤壁为何要帮临湘抗洪？

这与黄盖湖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黄盖湖位于长江中游南岸、鄂湘交

界处，水域面积约70平方公里，相当于
11个杭州西湖，是我省第二大跨省湖，
也是鄂湘两省的天然分界线之一。东
边是湖北赤壁市的黄盖湖镇，西边是湖
南临湘市的黄盖镇。相传赤壁之战中，
黄盖曾在这里操练水军，故而得名。

“这一段临湘的江堤影响到赤壁的
防洪安全，因此由赤壁来守。界河上的
铁山咀电排闸也是两地共管，在汛期守
护两地居民安全。”罗会斌说，两地同名
黄盖，同居江边湖边，同享自然的馈赠，
也共担护江护湖的职责。

“曾经的黄盖湖，一度污染，影响到
长江水生态安全。”朱言钦是黄盖湖镇
宣传干事，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的
镜头，记录下黄盖湖从一潭死水变为一
湖碧波。

走在赤壁境内的黄盖湖大堤上，朱
言钦指着宽阔澄澈的湖面说：“以前整
个湖遍布围栏、网箱，湖面像‘竹林’。
电鱼等‘毁灭性’捕捞，对生态造成严重
破坏。”

治理迫在眉睫！两省联合成立了
湖管会，对黄盖湖进行综合规划治理。
一场围绕生态保护展开的“现代赤壁之
战”，在赤壁、临湘两地打响：水域内网
箱、围栏全部拆除，养殖企业全面退养，
渔民全部上岸，长江流域全面禁捕……

何军民曾经是赤壁黄盖湖镇的渔
民，上岸后，被安置到公益性岗位，成为
当地一名护渔员。“以前总想着怎么捕
鱼，现在把捕鱼的经验都用在了护渔
上。”

除了护渔队，清漂队也活跃在黄盖
湖上。“我们在下游，经常要捞从湖南顺
水漂来的垃圾。”赤壁清漂队员说。

不管是非法捕捞，还是湖面垃圾，
现在都已难见踪影，水生态环境明显变
好。“水清了，岸绿了，鱼多了。原来一
天打不到20斤鱼，现在湖里鱼群肉眼
可见，还有大批水鸟飞来。”何军民说。

朱言钦现在的爱好之一，就是到湖
边、湿地捕捉飞鸟逐波的身影。“拍到过
小天鹅、灰雁、苍鹭，连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东方白鹳也现身黄盖湖。”今年60
岁的朱言钦买了无人机，开通视频号，

自己拍摄、剪辑黄盖湖风光，引来网友
的一波点赞。

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依托黄盖
湖流域治理工程，黄盖湖镇积极争取项
目，筹措资金超1亿元，同步改善人居
环境，提升小镇功能。

镇上先后修建了滨江公园、文化长
廊，拓宽、刷黑公路20.5公里，改造街
道立面70000平方米，农村居民改水
改厕2800余户，建设文化广场2个。

“以前，老百姓羡慕对面湖南临湘
黄盖镇的良好环境，傍晚总会过去散
步。现在家里变美了，不用再‘跨省散
步’。”当地居民张晓伟说。

安居才能乐业。如今黄盖湖生态
环境、堤防功能提升，农田基础水利设
施齐备。治理，让水患变水利，成为人
们幸福生活的源泉。镇上建设了现代
生态农业示范区、休闲农旅体验区。大
规模种植“赤壁香”为主导产品的有机
水稻等。年产小龙虾 1500 吨，水稻
6600吨。

在黄盖湖镇大湾村种粮大户刘思
群的家中，金黄的稻谷铺了一地，小院
盛满丰收的喜悦。见有客来，刘思群的
母亲热情地切开自家种的瓜果，清甜的
果香飘满院落。

“我承包了230多亩田，搞虾稻共
作，今年一亩田收了150多斤虾，纯赚

10万元。”刘思群说，除了自家田地，他
还购置了两台无人机帮其他村民喷洒
农药、播种，今年已经“飞”了13000多
亩。

湖南临湘青年何小辉几年前来到
赤壁黄盖湖镇，在黄盖大道盘下两个门
面开生鲜超市。如今生意越做越红火，
手中的铺面已经从2个变成了5个。

据悉，在2018至2019年度“两感
一度”评测中，黄盖湖镇连续获得全市
第一。

“作为长江咸宁段的‘口子镇’，未
来五年，黄盖湖镇将借力‘擦亮小镇’、
华润·赤壁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示范
区建设，借助长江流域综合整治等项
目，打造绿色产业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让更多人共建家园、共享红利。”陈汉
军说。

记者手记：黄盖湖镇的特别之处，
从当地人开口的瞬间就能感受到。

这里的居民多是 1959 年成立“湖
北省国营黄盖湖农场”时迁来的，来自
五湖四海。他们说着家乡话而来，却在
这里经过多年融合，慢慢形成了自成一
派的方言。

一个户籍人口七千人的小镇，却居
住着汉族 、畲族、土家族等十一个民族
的居民。这里因三国而得名，因农场而
兴，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小镇。

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与人，城与城，
历史与时代的融合。

在这里，鄂湘两省共治共护，多民
族居民共建共居，共享幸福生活。

采写：向东宁 程昌宗 周萱
刘 震 章文静

走进鄂湘“江湖”第一镇
——赤壁市黄盖湖镇采访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咸宁长江岸线行 ①

果园飘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珊珊 通讯员 吴彦仪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
昨悉，未来一周，我市将遭遇两
次冷空气，不仅气温明显下降，
还将伴有大风降雨天气。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15~17日和19~21日将有冷空
气影响我市，其中15~17日冷
空气势力较强。

受两次冷空气影响，全市
气温明显下降，总计降温幅度6~
8℃，局部可达10℃，18 日早晨
最低气温降至10℃，20~21日
最高气温降至12~13℃。

此外，我市还将迎来大风
和降雨天气，其中15~17日阴
天有小到中雨，20~21日阴天有

小雨；15~17 日风力较大，有4~
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6~8级。

气象部门表示，10月以来，
我市气温变幅大，由月初异常
偏高快速转为偏低，未来一周
全市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4~
6℃，且多雨寡照明显。因此，
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低温阴雨
寡照及大风天气对秋收秋种和
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注意做
好电力资源调度，应对降温可
能导致的用电量增加；注意防
范大风对交通、航运不利影
响。广大市民要注意防寒保
暖，预防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疾
病发生。

两股冷空气带来大风降温降雨天气

未来一周，冷字当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