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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乡村看小康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感谢居委会提供这么好的岗位，让我这样的家
庭妇女能在家门口就业，太暖心了。”近日，说起随县
安居镇安居居委会，在安鑫服饰上班的居民游艳娇
内心充满感激。

在安居居委会，很多妇女因工作与家庭不能兼
顾而赋闲在家。如何带动她们就业增收成了居委会
干部们的心头事。经过多方联系，居委会与随州市内
一家打算扩大生产规模的制衣厂搭上了线。

居委会利用办公室后面的闲置空地，投资 6 万
元建设了厂房，做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免去制衣
厂 3 年的租金。由于行动高效、政策优惠，居委会成

功与制衣厂达成合作，联合成立了安鑫服饰公司，主
要制作羽绒服。

“开业不到两个月，我们就签到 8 笔大订单。目
前订单还在不断增加，人手都有些不够了，现正在请
居委会帮我们招工。”谈起经营形势，公司生产主管
曾红艳喜笑颜开。

安鑫服饰采取计件工资模式，给了职工灵活的
上班时间，每天有 20 多名妇女在工厂上班。“孩子上
学后就来这打工，赚点零花钱，手脚麻利的话，一个
月能挣 3000 多块钱。”游艳娇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
说。

蜂飞蝶舞扮
秋阳，小园香径
花满枝。10 月 28
日，走进随县万
福 店 镇 三 口 堰
村，只见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瓜
果环绕，好一幅
美 丽 乡 村 新 画
卷。

据 介 绍 ，该
村按照“生态宜
居、绿化美化”的
目标，充分考虑
群众需求，从便
利实用的角度，
加快道路硬化亮
化、房屋包装改
造、垃圾无害化
分类处理、污水
管网铺设、文化
广场及乡村舞台
等基础设施建设
步伐，带动村民
打造门前的小花
园、小果园、小菜
园，使乡村人居
环境大为改善。

10 月上旬，该村完成了三、四组 3.5 公里通村公路
建设和全长 9.26 公里的万吴公路（万福店镇区至
三口堰村）主体工程建设，进一步改善群众出行条
件。

当天，笔者看到，三口堰湾、代家湾、小河沟湾
等湾都建有小广场和小公园，墙上绘满了艺术彩
绘，房前屋后用篱笆圈起空地，种着栀子花、金银
花、瓜果蔬菜等。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就地取材，既
降低了成本，保留了乡村特色，又美化了村庄环
境，发展了庭院经济。”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锋说。

微风轻拂，陈志豪老人门前五彩缤纷的花儿
开得正艳。“好看吧？为了跟村里环境一致，我自己
种了这些花。”看到我们前来拍照，他热情地打招
呼。

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推进一组肖家陡坡湾人
居环境改造，推进万吴公路沿线美丽乡村建设。目
前，该项目已获得相关部门资金支持，预计 11 月
上旬正式开工。

连日来，随县新街镇苏湾村四组
邹家垱湾污水管网项目建设正酣。在
工程现场看到，一台挖机正在开沟，村
民陈纯英不时与施工人员沟通，热心
地给出建议，提醒要硬化好路面，以免
车辆来往压坏了新管道。

说起这项惠民工程，陈纯英乐得
合不拢嘴，“建好之后就没有臭水沟
了，我们当然要好好支持。”在现场，笔
者看到农户家的排水沟都进行了清淤
修整，院外整齐摆放着一堆管道。

邹家垱湾是苏湾村人口较集中的

自然湾之一，有 50 多户 200 余人。为提
升村容村貌，苏湾村积极向上争取污
水管网建设项目资金，10 月 25 日该项
目如期开工。“管网总长 1600 余米，预
计 11 月中旬投入使用，到时候生活污
水经过滤净化处理后，可直接排入人
工湿地。”正在察看施工进度的村干部
吴晶说。

一边是污水管网紧张施工，另一
边是“莲”图逐步绘就。驻村第一书记
李光荣正在和工作队商讨如何有效利
用村集体资源，继续画大“莲”效益这

张图。
太空莲作为苏湾村的主打产业，

已种植了 3 年。今年 1 月，该村在黄家
寨湾成立随县莲桃种植合作社，大力
种植太空莲、黄桃，实行“村集体+村大
户+村干部+农户”的模式，带动 40 余
户农民土地入股。村民既可在基地务
工增收，还可享受分红。因太空莲盛花
期长达 3个半月，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游览，除去莲子收益，莲花
的带动效应正逐步显现。该村计划明
年在原有基础上再种植太空莲 200亩，

并逐步完善休闲娱乐配套设施，逐渐
做大“莲”经济。

在黄家寨湾太空莲种植基地，连
片的荷田卸下了红花绿叶，正养精蓄
锐。李光荣指着基地旁的黄寨小学
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招商引资，
打算对周边的池塘进行翻修包装，建
民宿和农家乐，打造集灌溉、赏莲采
莲、垂钓娱乐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农
业，让游客有吃有玩，带动村集体经
济壮大和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

“大家好！我是广水市吴店镇双
乡 村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网 名‘ 快 乐 大
牛’。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双乡村
的小黄姜。双乡村的气候及沙壤土质
十分适宜小黄姜的种植，这里小黄姜
有几十年的种植历史，产出的小黄姜
香脆辣，颜色金黄，味道纯正……”11
月 3日晚 7点，刘鑫在抖音直播间向网
友们倾力推销吴店镇的农产品小黄
姜。

刘鑫是广水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
查中心副主任，2021 年 8 月被派到吴
店镇双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他所
在的双乡村曾是广水市重点贫困村，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2018 年，村委会
和驻村工作队结合本地种植和市场情
况，决定发展壮大小黄姜种植产业，带
领村民增收创富。近年来，小黄姜种
植面积逐渐扩大，成为双乡村的特色
产业。

“村里种植了近 500亩小黄姜。”刘
鑫介绍，“这几天村里正在挖小黄姜，
采收的小黄姜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姜，
是作为种子种到地里，第二年采收后
挖起售卖，老姜更辣，煲汤味道更足。
另一种是嫩姜，是在老姜上面新生出
来的姜，新姜味道较淡，更适合炒菜。
嫩姜窖藏 2 个月后也会变成老姜，味

道更浓，且到时候正值春节前后，需求
量大，价格更好。”

“由于种植面积大、小黄姜又集中
上市，今年市场行情较往年疲软。且
一些村民没有地窖，小黄姜难以长期
储存，需尽快卖掉。”刘鑫说，以往小黄
姜采收后主要由商贩上门收购；今年，
为扩大销售渠道，他想到采用直播的
方式宣传小黄姜，一方面助力小黄姜
售卖，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网络联系
到相关批发商、加工商，实现小黄姜的
销售与深加工。

刘鑫在广水本地小有名气，工作
之余喜欢拍摄短视频，目前抖音上积

累了近 5000名粉丝。为保障直播的顺
利进行，刘鑫提前准备，在村里搭建了
直播间，摸索直播带货的方式，还提前
联系好包装、物流等事宜。

“我是‘赶鸭子上架’，之前从来没
搞过直播，村里小黄姜大量上市，想
为村民们帮点忙，近期晚上 7 点我都
会进行直播。”刘鑫说，今年双乡村
成立了人民公司，他计划利用人民公
司整合资源，吸引能人和项目进村，
为小黄姜深加工找到出路，抵御价格
风险；同时建立村信息资源共享群，
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促进村民增
收。

随州日报通讯员 王欢 赵琪

新街镇苏湾村“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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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社区带动妇女就业
随州日报通讯员 王欢 张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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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居委会

近日，广水市武胜关镇楼子冲村的六顺种植合作社组织农民抓好小麦播种，为来年丰收提供有力保障。图
为村民正在进行小麦秋播药剂拌种。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陈巧玲摄）

吴店镇双乡村

驻村干部公益直播助农增收
随州日报通讯员 张婷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11月 5日，我市召开专题会议，贯彻
落实全市文旅产业发展大会精神，
就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进行再动员、
再安排、再部署。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卫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郑晓峰主持会
议。

会议要求，要凝聚高度共识，充
分认识文旅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认清文旅产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认
准随州文旅产业的发展方向，增强
发展文旅产业的使命感、责任感、紧
迫感。要突出文化赋能，找准着力
点、突破口、主支撑，开展文化溯源，
厘清曾随文脉，着力推动组建文化
智库、开展文化研究、做好“申遗”工

作；完善规划体系，明晰方向路径，
坚持继承创新、做好结合文章、抓好
规划实施；打造文旅品牌，彰显城市
特质，着力打造编钟文化品牌、曾随
文化品牌、旅游创建品牌；加强宣传
营销，精心策划文旅推介、办好文旅
节会、讲好曾随故事，增强随州文化
旅游的吸引力。要强化担当作为，着
力建机制、强保障、抓落实，形成上
下联动、合力推进的大旅游工作格
局，努力开创我市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局面。

会上，市文旅局以及各县、市、
区政府（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分别
汇报了贯彻落实全市文旅产业发展
大会精神相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陈巧玲、
通讯员祁君君、刘雯）10月 29日，市
总工会组织开展“你点我送”专家讲
师团免费送教活动，特别邀请心理
专家举办了一场职场减压与心理疏
导的公益讲座，进一步做好职工心
理疏导工作，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心理中心副主任杨子云担任主
讲人，全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会
干部 150 余人参加。杨子云教授以

《压力管理与自我调节》为题，围绕
压力的伤害、调整心态、管理情绪和
人际关系、自我关爱等方面内容进
行了深入讲解。“积极健康的心理是
工会干部投入工作，担好职工与单
位、企业沟通桥梁重要的基石。”杨
子云教授用大量具体事例，通过体

验式的互动游戏和测评带领大家评
估自身压力，引导与会干部职工通
过主观幸福感的构建来实现压力管
理。

“不论工作和生活，都要保持愉
快的心情。适当运动，放慢节奏，关
注当下，和朋友谈心聊天，都有助于
压力的排解和释放……”会上，工会
干部互相分享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
减压心得体会。

据悉，市总工会高度重视干部职
工心理健康工作，通过建设职工心灵
加油站、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设

“12351”心理咨询专家热线等多种措
施，积极打造“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
的心理关爱工作机制，帮助职工理顺
情绪、化解矛盾、增进和谐，守护职工
心灵健康，当好“娘家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李翠）为
扎实推进市委第五巡察组营商环
境专项巡察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更好地服务企业绿色健康发
展，日前，市生态环境局召开外资
企业发展座谈会，与企业面对面沟
通交流，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
诉求，现场研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环保问题。全市 10家重点外
资企业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各地
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座
谈。

参会企业代表对全市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近年来积极服务企业
发展，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等方面所
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结合
企业实际纷纷畅所欲言，针对环保
业务培训、环保政策宣传、建立正
向激励机制、实施评先表优、统一
执法检查频次、规范危险废物处置

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相
关建议和诉求。

会议强调，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要以解决企业发展实际困难、帮扶
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监管
方式，变环境执法“事后查处”为“事
先服务”，深入开展“执法+服务”日
常帮扶检查活动；要选择一批环境
影响大、群众关注高、潜在风险大的
外资企业或项目，组织市局主要业
务科室、支队、属地分局等开展现场
帮扶检查，指导企业限期整改提升，
消除环境安全隐患，促进高质量发
展；要将企业提出的各项诉求认真
梳理，一一回复，对当前有能力解决
的，要尽快帮助企业解决；对需要较
长时间努力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分
步解决，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回应企
业关切，持续推进生态环境领域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

我市部署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

市总工会开展“你点我送”
专家讲师团送教活动

关注职工身心健康 为职工疏导压力

市生态环境局
倾听企业心声聚焦精准服务

污染防治攻坚和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林超、通
讯员郭建平）11月 3日获悉，为深入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
人保障法》，全面提升现（退）役军人
服务水平，积极营造全社会尊崇军
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由市
双拥办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发
起的“惠军”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
备开展 ，一大波惠军福利将向现

（退）役军人涌来。
据了解，此次“惠军”活动将采取

“自愿参与、优中选优”的模式，通过与

爱心优质企事业单位签订“惠军”战略
合作协议，全面激活全社会拥军爱军
资源，着重推出涵盖购物、医疗、出行、
旅游、餐饮、娱乐等多个领域的服务项
目，切实为现（退）役军人提供全方位
的“普惠+优待”服务。

目前，市双拥办和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已联合成立 5 个工作专班，
正广泛征集全市有意愿为现（退）役
军人提供便民和让利服务的爱心企
业和项目。拥军惠军，行胜于言。期
待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进来。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武冰）随县万和镇地处两省三地交界，
外地流浪乞讨人员时常流入镇内。目前天气渐冷，对流浪乞讨人
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近期，万和镇民政办多措并举做好流浪
乞讨人员寻找、劝导、救助工作，及时主动救助陷入困境、居无定
所、流落街头的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确保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命
安全。

该镇组织工作人员，分组在全镇进行排查巡逻，对桥洞、废弃
房屋、人群密集地段等重点区域、复杂地域，流浪乞讨人员可能栖
身的地方进行定时、定点全面巡查。仔细向群众询问流浪人员线
索后进行查找。同时向各村告知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的处理流
程，方便以后在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后能够及时救助处置。坚持发
现一例，救助一例。对发现流浪乞讨人员，万和镇民政工作人员为
他送来热腾腾的饭菜和水，并根据流浪乞讨人员实际情况，进行妥
善救助安置。

我市筹备开展
系列“惠军”活动

“爱情课”首次走进广水市委党校课堂

为青年学员送去“幸福宝典”万和镇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在行动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温文雅、通讯员朱
青、吴德凡）“假如你有 5 块钱，帅气的外表、忠
诚、富有都是 3块钱，身体健壮、幽默风趣、聪明
机智、长得高都是 1 块钱……你会购买一个怎
样的男生？”11 月 3 日，广水市 2021 年党政青年
人才能力提升培训会上，有趣的问答不时引来
学员们的开怀大笑和阵阵掌声。

为全面呵护青年干部成长，广水市委组织
部携手广水市委党校，开设了一堂题为《幸福的
秘密——亲密关系心理学》的“爱情课”，为青年
学员送上了“幸福宝典”。

课程由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学教师、中国社
会心理学协会会员张晓文主讲，她结合理论依
据、实验数据和互动游戏，围绕“脱单与择偶”，

从单身缘由、如何脱单、婚恋观等方面，为学员
们解锁幸福密码，送上“脱单攻略”。

“读书时，学校没有教怎么谈恋爱；工作时，
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做到了。”““组织的关怀
不仅有力度还有温度。”……课后，学员们纷纷
为这堂课点赞。

“这是爱情、婚姻心理学类课程首次走进
广水市委党校课堂。”广水市委党校副校长雷
晓萍介绍，广水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高度重视
年轻干部的爱情和婚姻问题，要求特设专题课
程。

“希望年轻干部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恋
观，用心经营家庭，安心投入工作，爱好‘小家’，
护好‘大家’。”广水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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