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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的田野上
——洪湖市党员“红色三带”引领乡村振兴纪实

□ 记者 郭江峰 特约记者 崔巍 通讯员 卢茂林 李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初秋时节，在洪湖市万全镇的田野上，随
处可见农民劳作的身影，放眼望去，是平坦整
洁的道路，绿树掩映下的村落，以及穿村而过
的清澈河水……

行走在洪湖的乡村，这样的场景比比皆
是。阳光下，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正在水乡
大地悄然铺开。

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
近年来，洪湖市围绕建设红色洪湖、绿色洪

湖、金色洪湖的目标定位，以党员红色“三带”为
引领，带出乡村新气象、新面貌、新精神，在“乡
村振兴、洪湖先行”的新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

壮魂：带头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是洪湖的本色。

洪湖老区优良的革命传统，是凝聚党员
干部群众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洪湖市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围绕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目标，深入挖掘洪湖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党员干部人人熟悉
洪湖历史、人人会讲洪湖故事，在传承红色基
因中不断强化初心、牢记使命，凝聚乡村振兴
的精气神。

梳理红色资源。围绕洪湖革命战争时期
红色史实、红色人物、红色印记、红色歌谣，编
印《党旗耀水乡》党员读本，下发到每一个基
层党组织，利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
干部集中学习。针对各地涌现的优秀基层党
支部、党员干部典型先进事迹，制作一批电教
片，通过微信公众号定期发布。广泛搜集洪
湖革命斗争、抗洪抢险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等方面的影视作品、图书、电教片等资源，编

制红色文化目录，明确重点内容，推荐党员干
部阅读学习。

讲好红色故事。把观看红色影视作品、
宣讲红色故事作为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重要
内容，对照红色文化目录编制学习计划，按月
开展学习活动。各党（工）委将宣讲红色故事
纳入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必学科目，入党积极
分子必须学完规定学时才能取得培训合格证
书。沿河西路社区创新“板凳”党日形式，支
部班子成员轮流到各居民小区，与党员群众
座谈聊天，说国事家事社区事，讲家乡红色故
事。市教体局党组围绕“读红色经典、讲红色
故事”主题，“七一”期间组织党员教师开展演
讲比赛。

打造红色支部。围绕洪湖在革命战争
时期，党的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党史人物故
居旧居等，以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为
契机，突出红色元素，展现红色文化，建设

了戴家场镇绍南村、沙口镇新场村、汊河镇
石杨村等一批红色党支部。在此基础上，
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瞿家湾、湘鄂西
苏区革命烈士陵园为枢纽，连点成线打造
红色教育走廊，围绕“革命常思洪湖水”主
题，开发市本教材，作为党员干部各类培训
的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

如今，伴随着红色基因的传承，新面
貌、新干劲、新气象在洪湖大地悄然升起。

培优：带头保护绿色家园
绿色是洪湖的底色。
生态兴则文明兴、产业兴、乡村兴。洪湖

市围绕保护绿色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倡导绿
色生活，着力让支部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坚
强堡垒，让党员干部在美丽乡村建设、“五城
同创”中人人有责、人人有为。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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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记者张致
远）9日下午，市长崔
永辉督办调研荆江大
道（沿江一级公路）建
设情况时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以通为要”，早
日打通荆江大道。

崔永辉指出，荆江
大道是我市东西向的
重要通道之一，对缓解
我市交通拥堵、促进港
口发展、推动沿线生态
保护至关重要。各级
各部门要明确工作目
标，根据项目节点，确
定具体建设方案，将各
环节列表排单，加大推
进力度，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项目如期建
成。要做好项目统筹
规划，处理好桥梁与沿
线管网关系，推进道路
沿线管网配套，做好沿
线及江堤外50米范围
内空间规划管控，完善
通道两侧城市设计，加
快江堤立面改造，全力
推进土地流转，为沿线
绿化建设打好基础。
要针对项目提速存在
的突出问题，强化要素
保障，协调办理好审批
手续，积极对上争取项
目资金，定期督办项目
进度。

市政府秘书长陈斌参加督办调研。
据悉，荆江大道项目全长46.5公里，总投资12.52亿

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荆州港区、沙市港区、盐卡
港区和江陵港区的重要港口集疏运通道和中心城区东西
向快速通道。

本报讯（记者刘思楫 通讯员范宏翠 付开琦）9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7督导组荆州督导小组赴洪湖市开展
督导工作。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谭先振，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周静，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黄庭松等陪
同督导。

上午，督导小组组长施汉生一行到洪湖市公安局
茅江派出所，详细了解了辖区治安状况、警员配备、上
年度刑事案件发案率，以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
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施汉生指出，习近
平总书记有重要批示、党中央作出周密部署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群众根本福祉，
湖北省委、荆州市委和洪湖市委对此高度重视，行动
自觉、部署及时、宣传发动和阶段性效果给督导组印
象深刻，调查问卷反映的群众满意度也比较高；作为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力军的公安机关，包括基层
派出所要锲而不舍切实做好宣传发动、深挖线索，不
留盲区、死角，特别是对于涉黑涉恶的线索更要审慎
对待，及时、规范、按照流程处置，发挥职能部门应有
的主体责任。

（下转2版）

昨日，荆州市 2018 年度
新兵入伍出征仪式在荆州火
车站站前广场举行，首批出
征的340名新兵将分赴陆军、
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
队。新兵启程前庄严宣誓：
要在部队努力学习、刻苦训
练，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优秀战士，做有
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黄志刚 吴标 摄）

新兵入伍

▶▶▶相关报道见2版

又是一个挑灯夜战。
从8月20日启动征收，半个多月以来，沙

市区立新乡洪垸八组棚改征收指挥部通明的
灯光，见证着征收工作人员废寝忘食的忙碌。

东至消防中队、南至精神病院、西至塔桥
路、北至新天地，335户棚改居民住宅区，随
处可见征收人员活跃的身影；“解决问题‘不
过夜’”，响亮的承诺在践行中屡被点赞。

真心惠民，百姓拥戴。截至记者发稿时，
该片区已有82户居民顺利签约。

半数征收人身份“双重”
既是被征收居民，又是征收工作人员，持

这样“双重”身份的人在棚改指挥部并不鲜
见。这算不上创新，别具一格之处在于环环
相扣的制度“约束”。

立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棚改指挥部指
挥长彭湃介绍，为更好发动居民，让政策宣传
更加深入民心，指挥部专门吸纳了一批在征
收工作中对政策了解透彻、在群众中享有威
望的签约者作为征收人员。

“这些人在与居民沟通时，更亲近，敞开
心扉的谈判更有助于问题解决。”彭湃说，所
有征收人员对于政策内容都是烂熟于心，居
民们的疑惑都会在瞬间被答复，这些被吸纳
的居民也不例外。

除掌握这一“硬本领”外，各片区指挥部
会向所辖征收组下达考核任务。“征收任务细
化到周，周一向每组派发任务，周日晚10点
结账，一结就超过12点。”彭湃坦言，每组的
任务会细化到个人，组长会紧盯每个人进
度。通过层层施加压力，征收人员得到了快
速成长，棚改工作得以快速推进。

“这考验的其实是征收人员帮百姓解决问
题的能力，高效的工作一定会赢得拍手称
好。”彭湃总结说，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

居民积极配合主动签约
“政策讲得透，问题解决得快，政府为我

们想得周到咧。”首批签约的62岁居民彭开
华竖着大拇指说，“拆旧房、建限价房，我们根
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彭开华介绍，他原来的房子始建于1984
年，后在2000年又加建过一部分，孩子们已
长大，希望有独立空间，这下好了，领了补偿
款，一部门用于购买限价房，一部分给儿子去
买商品房，两全其美。

同样选择了限价房的56岁老党员李明镜
告诉记者，他不仅自己率先签了约，还加入了
棚改征收行列。他说，他要把这样的好政策跟
邻居们讲透，让大家都理解并支持棚改工作。

“再说，这一块的发展确实跟周边格格不
入。”彭开华指指窗外的旧房子，你看这周边
发展多快，新小区、新街道多漂亮，唯独我们
这片房子不匹配。“我跟大家一说，就有4户
街坊签了约，分户后就是12户。”彭开华自豪
地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政府是不是在为
百姓着想，我们拎得清。” （下转8版）

加快加快棚改新步伐棚改新步伐
迈迈向发展新水平向发展新水平

荆州市房管局荆州市房管局 荆州日报传媒集团荆州日报传媒集团 合办合办

不让一个问题“过夜”
——沙市区立新乡洪垸八组棚改征收工作探访

□ 记者 沈微

以城带乡破解农村“看病难”

监利“医共体”实现全域覆盖
本报讯（特约记者王毅）监利县汪桥镇卫生院近日成功

实施首例直肠癌手术，来自该镇花园村的贫困户患者朱财
元，亲身体验到了就近看病的实惠。他说，整个手术费1.1
万元，报销后个人支付额仅为412元，主刀医生还是县人民
医院外科专家颜登高，以后看病再不用跑大医院了。

自从与县人民医院结成“医共体”后，颜登高和他的科室同
事每周轮流到该卫生院驻点帮扶2个工作日。截至8月底，监
利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二医等3家牵头医院，先后与全县
23个乡镇卫生院结成“医共体”，实现了县域医共体全域覆盖。

为加速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县政府将原先划块分线的
医保、医药（食药）、医疗（卫计）三项工作整合管理，实施“三医
联动”。他们大胆创新医保基金支付方式，实行总额预付、超
支不补、结余按比例留用的新政策，倒逼医共体单位主动控
费，提升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有效缓解农村“看病贵”难题。

医共体建设促进了县乡医院信息化建设，县财政投入
380万元支持医共体建信息平台，3家医共体牵头医院上联
省市三甲医院，下联乡镇卫生院，县级检查省市诊断，乡镇
检查县级诊断，实现了远程会诊、远程影像、心电、检验等信
息对接和互联互通，确保农村患者就医少跑路。

提升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是把患者留在基层的
关键。监利3家医共体牵头医院分业务科室定向帮扶各基
层卫生院，对口共建特色科室，选派业务骨干每周定期驻点
帮扶，开展专家坐诊、教学查房、病案讨论、手术示范等活
动；医共体牵头医院招聘的业务人员，下派到乡镇卫生院，
实行“县招乡用”；推进乡镇卫生院提标升级工程，分批新
建、改扩建一批，着力改善农村患者的就医条件。

小病大病，动不动就上省城，不仅浪费县域医疗资源，
更加重农村患者的就医成本。据监利县卫计局局长宋崇涛
介绍，该县推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制度，医共体确定了乡
镇不轻易上转的70个病种、县级不轻易外传的189个病
种，有效引导了患者理性就医。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相关报道见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