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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高温少雨，有人直呼
“是空调救了自己的命”，也让室外
的各种绿植经受“烤验”。而烈日
下，有这样一抹抹绿，顶着似火骄
阳，为绿化苗木“消暑解渴”。

8 月 21 日，记者走近市林业事
业发展中心一线养护工人，“剪辑”
他们日常工作的几个片段，零距离
感受“劫渡”般的炙烤、“蒸笼”般的
闷热。

镜头一：武商广场
17名养护工人“各司其职”
上午 9 时许，手机显示实时气

温33℃，养护工人陈望林已经工作
了近 3 个小时。趁歇息片刻，脱下
绿色的工作服，汗水已经浸透了短
袖，紧紧贴着后背。

灌水、洒药、推车、喷灌……他
们这个喷灌小组 4 个人，要从宏达
路口到叶王路口，为仙桃大道沿线
的绿植喷撒叶面蒸腾抑制剂，减少
水分的蒸发。“天气太热，工作一天，
有时候腰都直不起来。”

“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搞习惯
了。”一车水400斤，约20分钟喷完，
每天要喷近30桶。早上6点出门，
工作到11点，下午4点再开始，一直
到晚上12点。

“大中午的时候不能浇水，蒸发
太快，容易灼伤叶片。”陈望林告诉记
者，浇水不是“憨浇”，也是一门技术
活。夏天中午土壤的温度高，与水温
相差较大，绿植也会“水土不服”。

他所在的网格，有17名养护工
人，大家都是“各司其职”。有人杀
虫防菌，有人修剪枝叶减少水分蒸
发，有人松土保墒。对于品种不同、
大小不一的苗木，还要“因苗制宜”
采取漫灌、滴灌等不同的方式。

镜头二：桃花岭大道
喷灌员黝黑的皮肤“油光光”的
“其他人还可以躲进树荫下歇

歇气，我这一晒就是4 个小时。”叶
常斌的岗位是大型洒水车的喷灌
员，负责高速公路沿线苗木的养
护。工作时间才过一半，已经喝了

4瓶水。
烈日下，洒水车沿路缓缓前行，

叶常斌站在车后的平台上，手拿高
压水枪向树木喷洒。人随车动，一
顶草帽，一车水 14 吨，每天要浇 8
车。每 4 小时一换班，在太阳与汽
车发动机的双重炙烤下，黝黑的皮
肤显得“油光光”的。

“大树和小树，浇起来标准是不
同的。”叶常斌说，栽种几年后的大
树，要“大水漫灌”，浇足浇透，手指
能够插进泥土中，大概 4 天浇一
遍。而刚栽种不久的小树，则是“浅
尝辄止”，每天一遍。

阳光下的桃花岭游园，绿草如
茵，紫薇花开得正艳。高压水枪下
的树林，水雾弥漫，丝丝凉意扑面而
来。仅两三米的距离，却是“冰火两
重天”。水洒在高温的地面上，热气
腾腾往上冒，“水遇到火辣辣的太
阳，就像是在蒸桑拿”。

镜头三：城乡各处
600余名养护工人“很忙”

不仅是城区，在排湖绿道、联潭
苗圃等广袤田野，骄阳下总有一个
个绿马甲，涌动在抗旱保苗一线。

市林业事业发展中心600余名
养护工人组成养护、苗圃和园林工
程三个抗旱专班，投入洒水车 31
台、抽水泵 97 个、喷灌设施近 200
套，为1.4万亩园林管护苗木、0.3万
亩园林苗圃、25个重点绿化工程苗
木及各镇办 5 万亩新造林苗木“降
温解渴”。

在区域上，以城区、仙洪线、仙
胡线、仙西线、循环经济产业园为重
点。在品种上，以杜鹃、茶花、水杉
等喜阴怕晒苗木为重点。同时，特
别“照顾”今年新栽补栽、“老弱病
残”等近10万株苗木。

养护工人们换人不停车，除避
开正午高温外，重点加大夜间浇水
力度，降低水分蒸发速度，提高浇水
效率。统筹兼顾做好“技术”抗旱，
加大浇水量、搭遮阳网，除草、松土
保墒，防病防害，保证苗木“清爽”度
夏。

给绿植“解渴”，自己却在“蒸桑拿”——

骄阳下的养护工人
记者 胡纯波

烈日炎炎中，他们是突击队员，
哪里有警情，哪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冰天雪地中，他们是一抹亮色，
为老百姓带来温暖与安宁。

面积大、人员少、任务重。这是
西流河派出所的全体民警们面临的
客观现实，但他们将职责牢记心中，
以忠诚守望平安，以“发案少、秩序
好、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准，维护了
西流河镇的治安稳定，赢得了群众
的点赞。

在群众的心中，只要遇到了困
难，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去派出所找
警察求助。8月1日上午，西流河镇
何帮村300多名村民因为自来水管
道故障导致无水用的困境，求助到
了西流河镇派出所。

收到村民求助之后，该所立即
派民警前往何帮村了解实情，研究
解决方案。“派出所里不是有辆消
防车吗？可以通过送水到村，临时
缓解村民用水难的问题。”想到解
决方案之后，民警们迅速回到了派

出所，认真仔细地将消防车水箱清
洗干净，立即赶往仙桃市自来水厂
灌上干净的饮用水。近两小时后，
第一车厢水到达何帮村，村民们手
提着水桶前来，民警们组织他们有
序接水。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在
场民警、辅警则帮助提水送到家
门。

消防车连续两天往返 5 趟，为
何帮村送水25吨，缓解了何帮村村
民用水之急。一桶桶自来水也赢得
了村民们的点赞。

近年来，为打造一支纪律严明、
作风顽强、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西
流河镇派出所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以“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为抓手，狠
抓内部管理，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教
育管理制度、常态学习和机制保障
制度等，全力推动队伍健康发展。
通过开展忠诚教育、纪律教育、警示
教育、作风整顿以及重温入警誓词
等专题活动，增强了民警的担当精
神和使命感，以优质的服务树立公

安警察的良好形象。
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西

流河镇派出所根据市公安局工作部
署，不断压实工作重点。近两年来，
该所将“反诈追逃”作为工作重点之
一，发现一起案情、抓捕一起、清除
一起。

7月25日，该所收到消息，辖区
有一名 1994 年的男子网上诈骗外
逃在成都市新津县。该所所长汪华
荣立即赶赴他家里，向该男子父母
宣传相关政策，劝导该男子自首归
案。得到该男子家人支持之后，汪
华荣带上2名民警与该男子父亲于
当日下午13点半从西流河镇出发，
26 个小时往返 2300 余公里将嫌疑
人押解回所并安全移交给武汉警
方。

“云剑”行动开展以来，西流河
镇派出所积极对户籍地、案发地在
西流河镇的逃犯进行集中劝投和抓
捕。8月8日，该所民警赶赴武汉市
蔡甸区将潜逃9年的涉恶逃犯何某

抓获归案。8月14日，该所获得线
索，在西流河镇新农村一鱼池棚内
将潜逃 23 年的抢劫嫌疑人罗某抓
获归案。

针对农村网络诈骗案件多发的
情况，该所民警还经常性走进村民
中进行防诈骗宣传。广泛的宣传，
有效的预防群众被骗。

西流河镇辖区面积 245 平方
公里，65 个行政村，2 个居委会，常
住人口 28848 户，100423 人。而该
所 在 编 民 警 只 有 10 名 ，辅 警 10
名。面积大、人员少、任务重。为
此，该所不断加强警务人员的体
能训练，定期开展警务人员队列、
礼仪等方面训练，增强警务人员
的体魄。同时，在辖区早晚各一
次开展常态化巡逻，并联合镇政
府、村干部扎实开展“三级巡逻”，
守护辖区安全。2018 年刑事案件
发案率同比下降 58.8%，在此基础
上，2019 年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
下降2个百分点。

维护稳定尽忠诚
——西流河镇派出所工作纪略

见习记者 谢伯康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娜） 8月20
日，市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联合学习
暨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专题座谈会举行。
农工党仙桃市委会、民盟仙桃市委会、民
建仙桃总支负责人分别围绕民主党派组
织建设和课题调研等工作进行协商。

会议要求，全市统一战线与各民
主党派组织要不断发扬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在政党协商中凝聚共识、凝

聚智慧、凝聚力量，努力让社会主义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要进
一步增强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加强
自身建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
政党制度在仙桃“落地生根”。

会议提出，各民主党派要围绕中
共仙桃市委决策部署、围绕服务中心
大局开展课题调研，积极作为，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

就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工作

我市举行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通讯员 汪
良杰） 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我
市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8
月20日上午，市应急管理局专班来到
汉江泽口闸、徐鸳泵站调度抗旱。

入夏以来，汉江来水流量不足，汉
江泽口闸引水流量为 40 立方米每秒
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全市农业用水需

求。从7月18日开始，徐鸳泵站开启
3台机组，提水60立方米每秒，以解决
我市南北干渠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
徐鸳泵站积极克服经费紧张、工作人
员较少等困难，发扬吃苦耐劳的优良
作风，全天候不间断维护提灌机组正
常运行。目前，已连续运行 32 天，提
水1.6亿多立方米。

市应急管理局科学调度指导抗旱

本报讯 （记者 李辉） 今年上半
年，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62份，整治
安全隐患1134处…… 昨日，记者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该局强化日常监督
检查，加大查处整治力度，建立落实全
覆盖、管理全方位、监管全过程的责任
体系，筑牢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
产品“四大安全”底线，护航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该局对 9921 户食品药品监管主
体、5497套特种设备进行全覆盖日常
监督检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862
份，整治安全隐患 1134 处；组织开展
非织造布生产企业、食品小作坊、特种
设备、校园周边食品安全、药店执业药
师挂证违规销售处方药、儿童和学生
用品等专项整治，查处违法案件 126
起；在 265 家食品药品生产企业落实

质量管理受权人和诚信“亮诺”制度；
在全市 316 家学校食堂全面推行“明
厨亮灶”管理；制定食品、药品、特种设
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针对春节、“两
会”、“五一”、高考等重大时间段，组织
开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组织安全演练 8 次，保障了“四大安
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与此同时，该局还整合 12315、
12365、12331、12358、12330热线，提升
消费维权效能，目前已将5条热线平台
的接线人员集中到12315指挥中心办
公，统一接收转办消费者投诉举报，解
答消费咨询，实现“一号对外、多线并
号、集中管理、各承办单位依责办理”工
作机制，方便群众投诉举报。今年1至
6月，该局已处理消费者投诉2111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0多万元。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加大查处整治力度

市市场监管局筑牢“四大安全”底线

本报讯 （记者 鹿丹丹 实习生
杜蔻年华） 近日，建设街社区针对老
年人社会面接触小、防范意识淡薄、接
受能力弱的特点，创新宣传手段，开展

“反诈禁毒阳光行”公益众筹文艺汇演。
活动现场，歌伴舞《梨花颂》、三句

半《我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小品
《最后一针》等节目，以真实案例改编，
围绕“反诈禁毒”的主题，结合身边人、

身边事，向群众讲述电信诈骗、毒品犯
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进一步增强群众
防毒拒毒意识，推进预防和打击电信诈
骗犯罪，深化“平安仙桃”创建工作。

社区党支部书记彭艳介绍，现场还
为观众发放了反诈禁毒宣传手册，向群
众讲解电信诈骗种类和防范措施，活动
现场获得不少单位和爱心人士的支持，
共筹得公益善款16500余元。

建设街社区

开展“反诈禁毒阳光行”公益演出

●今年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委）
继续实施“民族助学工程”政策，资
助新入学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并
组织专班对今年全市考取本科院校
的少数民族贫困户进行了调查摸
底，经过申报、公示，郭河镇双红村
周迅同学，符合“民族助学工程”资
助政策。目前，市委统战部相关负
责人已将 5000 元助学金送到郭河
镇双红村的周迅同学手中。

（尹立群 杜康）

●8 月 19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按照“创城”工作方案，对车辆乱
停乱靠、占道、路口违法，行人乱过
马路等行为进行警告、劝离；针对多
条主干道车辆乱停乱靠问题，以“零
容忍”态度，见违必纠、纠违必处，保
持严管严查高压态势。当天，交警
支队城区查处违停98起，拖车8台，
夜间各大队联勤查处酒驾 4 起，醉
驾1起。 （陈亚东）

●8 月 21 日下午，市农村清洁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学

习上海先进经验，全面推进垃圾分
类”视频培训会。市农村清洁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市住建局、
市清洁办工作人员、全市各地清洁
办主任和各地2个重点村（居）支部
书记、以及环排湖区域村（居）支部
书记共100余人参加会议。（万劲松）

●8 月 19 日，省住建厅对市自
来水公司供水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
考核。检查组听取了市自来水公司
2018 年城镇供水规范化管理工作
情况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分
别到市自来水公司三水厂、水源地
保护区、二次供水小区，对供水规划
建设、水源地安全及保障、水厂运
营、水质检测和信息的发布、公共管
网漏损率管控等方面进行现场提
问、现场检查，并就进一步做好供水
规范化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蔡萍）

仙桃掠影

剅河镇黄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当地农户种植的桃林为“仓库”，致力开
辟市场跑销路，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图为农户正在采摘黄桃。

摄影 见习记者 谢伯康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
优良作风”之一。青年干部必须刀
刃向内、自我革命，勇当改革发展
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将检视问
题、查找差距作为强筋健骨、推进
工作的重要手段。

“内视之为明”，能够做到自我
省察才叫明智。青年干部要有“反
躬自省”的自觉，敢于“揭短”、“亮
丑”，向自己“开刀”、“亮剑”，列出

“检查”清单，给自己来一次全方位
的“体检”。检视政治理论学习是学
如不及、走深走实还是敷衍应付、流
于形式，检视干事创业是敢于冲锋、
勇挑重担还是畏首畏尾、拈轻怕重，
检视为民服务是一片赤诚、全心全
意还是应景走秀、三心二意，检视钻

研业务是持之以恒、刨根问底还是
一曝十寒、浅尝辄止。

“反听之谓聪”，能够倾听别人
的意见才叫聪明。青年干部年少
气盛、血气方刚，很容易染上“自我
主义”的毛病，面对批评常常会有

“不服气”、不以为然的心态，其实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批评是一
个人成长必不可少的“养分”，要想
获得长足的发展和全面的进步必
须锤炼“闻过则喜”的胸怀，从领导
的“锱铢必较”中查找短板，从长辈
的“啰里啰嗦”中总结缺陷，从同事
的“直来直去”中找准软肋，从群众
的“牢骚满腹”中分析不足。

“见善则迁”，检视反思问题，青
年干部要自觉对标对表先进典型和

身边模范，客观的“量”、认真的
“比”，查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
担当作为、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差
距。以夏明翰、方志敏等烈士为标
杆，查看思想政治是否过硬；以身边
的“业务标兵”、“岗位能手”为标杆，
查看是否存在“本领短缺”；以王进
喜、焦裕禄等时代英雄为标杆，查看
遇到问题是否敢于主动出击、迎难
而上；以张富清、蒋诚等战斗英雄为
标杆，查看是否能正确对待工作中
的得与失、名与利、荣与辱。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
战风雨”。温室里养不出好男儿，
年轻人要在战风斗雨、攻坚克难中
磨砺意志、增长才干。检视问题、
查找差距，实践是最好的方式，一

线是最好的地方。不能总待在办
公室，总躺在“舒适区”，应该到群
众中去多看看，到基层一线多“墩
墩苗”，到矛盾和问题多的岗位多
历练，多当几次“热锅上的蚂蚁”，
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这样，缺
点就冒出来了，短板就浮现出来
了，不足就显现了。

对于发现的问题，青年干部要
立行立改，真改实改，改到“焕然一
新”、改到“脱胎换骨”，以更强的本
领、更优的作风、更足的干劲贡献
更大的作为。

青年干部理应自我革命
万振

杂 谈

8 月 20 日，孝雅聋协志愿服务
队开展剪纸工艺活动，将剪纸文化
带进社区与特校，让更多的孩子感
受剪纸艺术的魅力，弘扬传统民间
艺术。图为作品展示现场。

摄影 记者 鹿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