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张 维 付 琴）近日，岳阳县新墙镇
清水村葡萄种植大户们正在积极做好春耕备耕
工作，种下近三万株苗子，以迎接来年丰收。

2月25日，笔者在新墙镇清水村村民服
务中心前看到，佩戴口罩的村民们正排队依
次领取新到的种苗，有夏黑、温可、上金香等
品种，其中以改良品种阳光玫瑰居多，一捆捆
扎好的种苗不一会儿就被村民们领完了。

村民彭伟一大早就赶到这里来领取预
定的苗子，他种植葡萄有10年了，种植面积
14亩地，定点销往湖北咸宁的大型超市，他
家去年收入就达十几万元。

据了解，往年，村民们都是过完年就开
始栽种苗子，但今年受疫情影响，导致物流
暂停，群众不能出门，此批苗子直至2月24
日才到货，苗子栽种时间推迟了一个多月。
新墙镇清水村党总支书记李大树介绍：“我
们对苗子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大约葡萄上市
的话是六月下旬。”据悉，新墙镇清水村的葡
萄种植基地现有 2800 亩，预计产值可达
4900万元。

葡萄园里种新苗葡萄园里种新苗葡萄园里种新苗

本报讯（李月争 黄 怡 陈勇平）3 月 3
日上午，在岳阳县新开镇的烂泥塘水库、红
眼塘水库等水库堤坝上，由县水利局相关股
室组成的防汛检查工作组仔细察看了水库
的运行状况和管理现状，重点检查了启闭设
备、涵卧管、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的建设
运行情况，同时还督查了乡镇防汛组织机构
建立运行情况，防汛抗旱行政及技术责任
人、水库管理员、山洪灾害易发点巡查员落
实情况等。至此，岳阳县汛前安全大检查工
作全面铺开。

今年以来，岳阳县降雨较为集中，截至
目前全县平均降雨217.5毫米，较往年同期
偏多43%，据省、市气象部门预报，3月上、中
旬，全县仍将维持低温雨水天气，并有多轮
较强降雨过程，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去年部分秋冬修和在建的水利项目工程进
展缓慢，而4月1日将进入汛期，做好防汛安
全刻不容缓。

对此，根据上级防指文件精神，经岳阳
县防指研究，决定近期对全县各乡镇（办事
处）和县直水管单位的汛前安全进行一次彻
底详细的大检查。

“此次检查是在各乡镇自查的基础上进
行的，检查要求更加严格，检查内容覆盖面更
广。”县防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汛前检查重点

围绕全县相关乡镇辖区内各类工程的备汛情
况、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责
任制落实情况、各类预案修订及落实情况、防
汛抢险队伍组建情况、防汛抗旱经费物资落
实情况和防汛抗旱基础保障情况展开。

在当天的检查中，督查组采取听取自查
情况报告、实地察看等方式进行，当场交换
了检查意见。县防指要求，各乡镇及县直水
管单位一定要清醒认清防汛形势,做到未雨
绸缪，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战大
灾，早动员、早部署，从思想上、组织上、措施
上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在部分水库，督查组发现涵闸施工中
存在安全隐患，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要立即
整改，要在主汛期前完成修复工程。
督查组在检查过程中看到部分河
道、水库、溪坑有垃圾杂草等障碍
物，容易阻碍行洪排涝，要求主要
责任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清
理。督查组还就存在的各类防汛
隐患问题，要求各责任单位制定
隐患消除计划，抓紧整改落实，确
保度汛安全。据悉，县防指还将于
3月中旬派出多个督查组在全县范围
内组织一次全面的督查“回头看”，并通
报落实情况，确保全县安全度汛。

工作人员冒雨清基扫障。▲
▲正在建设中的燎原泵站。

岳阳县新闻 04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编辑发布中心主编
Email：yyrbxy@163.com

责编 / 张 珏 校对 / 常宝萍

编委：王卫兵 李月争 主编：黄 怡 责编：陈勇平 邮箱：blwx2017@163.com 电话：7662948 18573002450

本报讯（陈勇平 易 晖）3月2日8时，岳
阳县新开镇昱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门口，返
岗员工佩戴口罩准点排队等候测量体温、消
毒后进入生产车间。“公司主要生产输液瓶、
药瓶等，窑炉需365天连续运转，停工可能导
致窑炉爆炸和玻璃液漏出等重大安全事故。”
公司负责人李志耕介绍。该公司年产值6亿
元，年纳税2000多万元，作为当地明星企业，
从大年三十开始，新开镇便安排3名干部驻企
督导，解决防控难题，目前306名员工返岗，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

新开镇毗邻岳阳市区，是进出市区的南
大门，湘北大道、G107、岳望高速等贯穿全境，

交通优势得天独厚。镇里有昱华玻璃制品、
海纳物流、和岱工业制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工
业企业，是全县工业重镇之一。为实现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新开镇在县委县政
府指导下，成立由镇党委副书记任组长的企
业复工复产审批领导小组，主动对接企业，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镇域企业按规模大小分类
指导，规模以上企业由县派驻企防疫联络员
负责，规模以下企业由镇下派副科级干部负
责。充分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昱华玻璃制品有
限公司9名共产党员主动参与排查企业返岗
员工情况，严格落实隔离返岗制度。

镇纪委书记牵头的纪委督查督办组和镇
党委副书记牵头的复工复产企业巡查组，定
期检查督查驻企干部工作作风和企业落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充分动员乡贤、企业捐赠防控物资保障企业
复工，镇域企业共捐赠口罩25000个、酒精500
瓶、消毒液 1316 瓶、食品饮用水 230 箱；组织
村书记、村主任实地查看企业防控措施，发放
50份疫情防控宣传资料，通过微信、电话和张
贴《致全镇人民的一封信》，消除民众对企业
复工复产的顾虑。该镇党委书记梁亿仲说：

“目前全镇企业己复工复产48家，占全镇企业
的96%，复工人数1389人。”

新开镇 强督导重服务加快企业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岳阳县城市公共交通执法大队大队长
刘智海既要在交通防控点执勤，又要在
出租车消毒点巡查督导，哪里需要就出
现在哪里，尽心尽力守护百姓安全。

1月23日，岳阳县开始实行交通防
控。“现在一线缺人，让我去吧！”刘智
海不顾心肺复苏手术后只有3个月时
间，第一个请缨参战。再三权衡后，指
挥部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晚，刘智海
就带领同事赶赴京珠高速（G4）荣家湾
收费站监测点值守。

京珠高速是贯通南北的交通要
道，岳阳县主要进出口之一，日车流量
1000 余台次。作为监测点副组长，刘
智海每天组织执勤人员对过往车辆和
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疫情监控，
发现情况及时处置。1 月 25 日下午 4
点半，一辆武汉牌照的小车载着一家3
口从京珠高速十六公里出口准备下高
速加油。按照当时指令，所有湖北车
辆和人员一律不得下高速。当时气温
只有5—6摄氏度，武汉客人的车确实所
剩油量不多且还未吃午饭。刘智海请
示领导后，自己驾驶执法车引导武汉车
到离出口不远的加油站加油，又买了一
件方便面送给车主。面对刘智海的细
心服务，车主热泪盈眶：“谢谢湖南的兄
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间温情！”

在收费站执勤的一个多月，刘智
海所在的执勤点共检查车辆6000多台
次、司乘人员14000多人，劝返车辆200
多台次、司乘人员400多人。由于身体
得不到很好的休养，刘智海时常感觉
不适，但他坚信只要能防控疫情输入，
守护百姓安全，苦点累点也值得！正
如他说：“我们好比交通疫线的‘守门
员’，大家多尽心，群众多安心！”

疫情发生后，县城公交车停运，摩
托车趁机打起“擦边球”。1月26日上
午10点，刘智海巡查时发现：一辆三轮
摩托车准备载客运营。刘智海告诫车
主：“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非法营运极
有可能导致疫情扩散！”通过说服教
育，车主诚恳接受了批评。随后，刘智
海组织执法队员和巡特警，每天到城
区主要路段、重点部位巡查，至恢复公
交营运，共查处非法营运摩托车42台
次，有效堵塞了管理漏洞。

年终岁末，务工返乡、学生放假导
致人员流动大，公交行业成为疫情防
控重点。为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刘
智海第一时间督促出租车公司、公交
车公司落实指挥部暂停营运指令，并
组织相关人员，全面做好全县交通系
统8个机关院落、11个检测点及150辆
出租车和53辆公交车的消毒工作。2
月22日，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变化，
公交营运逐步恢复，刘智海又督促出
租车公司、公交车公司每天对车辆消
毒，督查司乘人员落实防疫措施，保障
乘客安全。在刘智海的带领下，岳阳
县公交疫线实现了“零感染、零输入”，
受到县领导的高度肯定。

（陈勇平 潘湘军）

筑牢民筑牢民政服务机构防疫墙政服务机构防疫墙
本报讯（赵 星）“毛院长和老人们吃住在一

起，一个多月没出过敬老院大门，头发都冇去剃
过！”日前，笔者在筻口镇敬老院走访时，工作人
员纷纷为院长点赞。

1月26日，岳阳县民政局召开疫情防控部署
会，决定对全县养老、儿童福利等机构实行全封
闭管理，督促其严格落实“防、测、消、通、报、导”
措施，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该局落实省民政厅“八个最严格”的防疫措
施要求，实行局领导联点督查指导制度，组建5
个工作组，对全县31家民政服务机构开展“四不
两直”督查，下发督查通报3个，发现并交办安全
隐患130余个。专门建立防疫工作微信群，及时
传达文件指令、交流工作经验、督促任务落实，确
保工作24小时无缝对接。针对防疫物资短缺实
际，该局还购置25万余元的猪肉和消毒物资发
放给各民政服务机构。

心若向阳花自开心若向阳花自开

微班会教孩子抗微班会教孩子抗““疫疫””
本报讯（陈勇平）“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拒

绝食用野生动物！”“勤洗手、勤通风、多锻炼，通
过观看微班会，我知道了什么是‘新冠肺炎疫
情’，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地防范病毒……”3月
4日，三年级同学陈锦鸿通过观看老师们制作的
系列微班会视频，对新冠肺炎疫情有了更清晰的
认识。

如何让疫情下的孩子们学会观察、学会思
考、学会应对？正在筹建中的岳阳县第一中学集
英学校的老师们通过孩子的视角，利用微博视
频，向广大青少年推出《当“新冠病毒”来敲门》系
列微班会，方便学生宅家学习，共同抗“疫”。微
班会共六节:《知己知“彼”》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知识；《对话生命》讲述了新冠肺炎疫情患者
的治愈历程，让孩子们懂得求生意识与科学自救
的作用；《责任与担当》通过讲述抗疫前线勇于担
当的典型事例，以事明理让孩子们自我教育、自
我规范、自我超越；《“宅”家的N种打开方式》引
导孩子们从容面对突变的生活现状，进而科学合
理规划作息时间；《如果大自然生气了》从一位作
家的绘本故事引入，教育孩子们关注环境问题并
明白日常生活中可以为环保做力所能及的事；

《科学的力量》以科学技术在抗“疫”中的作用为
切入点，让孩子们感悟科学的神奇并激发他们对
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微班会由该校费桂荣校
长、共青团岳阳县委员会汤雅麟副书记监制，岳
阳县一中集英学校副校长李芙蓉编导。

抗抗““疫疫””姐弟众人夸姐弟众人夸
“您的体温 36.5 度，请进行登记后进入市

场。”3月3日上午，岳阳县公田镇菜市场入口，一
位穿白大褂、佩袖章的女孩正熟练地为群众测量
体温。熟悉她的路人纷纷夸赞：“博士生为老百
姓站岗服务，这个妹子不错！”

乡亲们说的博士生，就是今年 24 岁的吴
鹏，北京协和医院细胞生物学在读博士。春节
回家后，按照院方要求，一直“宅”在家里。笔者
在菜市场见到了吴鹏的妈妈张燕莉女士。“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张燕莉负责经营店面，丈夫老
吴承包了村里的山地，种植油茶林。夫妻俩含
辛茹苦，孩子们出类拔萃：吴鹏的妹妹吴昊旻就
读中原工学院，弟弟吴烨是岳雅高中学生。据
张女士介绍，孩子们在家期间，每天都在锻炼身
体，积极学习。

“众志成城抗疫情，春风犹未到人间。”为了
协助抗“疫”，吴鹏提醒家人要“戴口罩，勤洗手，
勤通风”，带领妹妹和弟弟及时收看抗“疫”新闻，
动手制作抗“疫”手抄报。“宅”家期间，姐弟们经
常探讨学习问题。吴鹏正在完成导师布置的科
研课题。弟弟也信心满满：“我要学医考重点大
学，以钟南山爷爷为榜样，造福人类。”（彭新华）

岳阳县岳阳县55景区景区
将对全国医护人员免票将对全国医护人员免票

本报讯（沈 璐）感恩逆行者，文旅有担当。
为了表达对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工作者的崇高敬
意，近日，岳阳县文旅广电局号召区域内景区从
恢复运营之日起至12月31日，对全国医护人员
免收门票。

岳阳县张谷英村景区（4A）、大云山国家森
林公园（3A）、相思山景区（3A）、刘备洞峡谷景
区（3A）、岳阳樱花园共5家景区积极响应，决定
自景区开放之日起至今年底，对来景区参观旅
游的全国医护人员实施免收门票。届时，全国
所有医护工作者持有效证件（本人医师证或护
士证及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景区售票处办理免
票入园手续。

补短板除隐患补短板除隐患 防汛备汛走在前防汛备汛走在前

公交公交““疫疫””线的线的
““守门员守门员””

车子缓缓驶入院子，一个小女孩独坐
在轮椅上，静静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之中，看
见我来，微微一笑。虽然未曾谋面，但我知
道这是荷塘村贫困户江勇君的二女儿江秀。

第一次来江勇君家是2月17日，这天是
我担任荷塘村扶贫第一书记的第一天。当
时县里要求，全面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贫困
户家庭的影响，江勇君是几户电话无法接通
的贫困户之一。于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我来到了他家。

站在江勇君的家门口，客厅里码放着几
百个用蛇皮袋装好的稻谷，预估有 5 千多
斤。受疫情影响，米商不来，米就滞销家
中。江勇君夫妻是正常劳动力，但其母亲常
年多病、又有三个子女需要照料，其中二女
儿江秀是重症肌无力患者，无法站立，庆幸
的是大女儿江蕾已参加工作，可以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不过近期也因疫情滞留在家。我

说：“一定要抓好江秀的教育，让其读书成
才。”江勇君低下头，只是告诉我她在学校极
其不方便，连上洗手间都无法独立完成。昏
暗的灯光，家中的卧室门紧闭着，出奇的安
静，江家的孩子也许就在门后，心随之沉入
谷底，临行前我答应帮他滞销的米找销路。

将米的产品信息发给县七色之光志愿
者协会搭建的电商平台，江勇君家的米开始
在县城各个社区宣传销售。“从没打过药”是
江勇君夫妻对自家米最自豪的地方，虽然这
样米中会有少许黑色小颗粒导致卖相不好，
但保障食米人的健康在他们心中无可动
摇。十斤的用白色袋子装、二十斤的用红色
袋子装，40斤以上的用蛇皮袋。每次到江勇
君家，米都已经按订单装好，提起来还不忘
试试重量，看是否足斤足秤。米是江家主要
经济来源，他们对米品质的要求极其苛刻，
因为米也承担着三个孩子成长成才的希望。

起初，江勇君抱怨，走电商平台销米，经
常要根据订单打米、消耗的袋子多，而且当
初对销米没有信心，价格也定得比较低。“你
家的米真香，送米的时候有个线下客户定了
50斤”“你家的米口感真好、带点糯性”……
我把客户的评价及时讲给江勇君听，同时也
把七色之光志愿者们在疫情期间，心忧贫困
农户家庭，主动为滞销农产品当送货员的事
告诉他，江勇君逐渐高兴起来。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
重，扶贫工作任重道远。我想：现在如果我
们培育一颗向上、向善的种子，把它安放在
贫困户的心中、安放在扶贫历史的土壤中，
让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发芽、成长，那么即
使脱离了我们的帮扶，他们也能独立自
强地应对以后遇到的种种难题。
（作者系黄沙街镇荷塘村第一书
记）

新墙镇七仙女果园于2月22日复工复产，目前合作社管理员正组织村民挖坑埋肥，做栽苗前
的准备工作。

刘孟奇

扶贫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