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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后，农民不仅拥有了
土地，而且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劳动
工具，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
条件。但由于农民刚刚摆脱剥削和
压迫，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和自
然灾害，生活非常贫困，恢复农村经
济面临很多问题：一是缺乏农业生
产资料和劳动工具。农民在土地改
革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
并不是按生产劳动要素组合分配
的，主要采取的是平均分配的办法，
如张家分配犁、李家分配耙、王家分
配牛，这些劳动工具在当时情况下
不可能整合起来分配，致使很多农
户没有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整套工
具。据统计，全县有 55%的农户缺
乏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有的缺耕
牛，有的缺犁，有的缺耙，甚至有的
连种籽都缺乏。二是缺乏劳动力。
解放前夕，由于连年战争，沔阳很多
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被国民党
军队抽走，有的在战争中阵亡，有的
外逃在他乡，有的因战争致残，不能
参加劳动。1950年，沔阳丧失生产
劳动能力的孤、寡、老、弱、烈军属在
全县总人口中高达5%。因此，有的
农户由于无劳动力生产，不得不把
土地卖掉或典当出来。三是农业生
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沔阳境内汉

江干堤、东荆河干堤、长江干堤年久
失修，溃口事件时有发生。沔阳农
业处于外洪内涝两面夹击之下，基
本上是靠天收。四是农业生产力低
下。由于农业科技落后，农民主要
采取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因而土
地产出率很低，一般每亩田产稻谷
一、二百斤，若遇上自然灾害，甚至
绝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沔阳农
民创造性地开展互助合作，互通有
无，整合农业生产要素，开展互助合
作，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沔阳互助组开始于1951年，最
初只试办了几个互助组，户数也很
少。成立最早的是 1951 年 2 月 10
日由陈培灼组织的杨步乡陈培灼互
助组。

陈培灼是二区杨步乡陈家台
人，出生贫农家庭，土地改革时先后
担任评议委员、乡农会副主席兼生
产委员，土改复查结束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1951年春季春荒严重，口
粮欠缺，政府号召“组织起来渡春
荒，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开展增
产运动”。陈培灼与陈南山、陈季
舫、陈兴洲、刘先才等5个贫苦户组
织起来，开始简单互助，挖藕充粮渡
荒。春耕季节到来时，组员分工合
作，5户组员中抽3户挖藕、2户在家

耕种全组的田地，做到生产渡荒两
不误，解决了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
对周围群众影响很大。尤其是贫农
陈银亮、陈银前、刘纪榜、陈汉郎等
4 户贫困户，强烈要求加入互助组
获准，互助组由5户增加到9户。后
来又吸收 2 户，共 11 户农民。11
月，陈培灼出席全省24个互助组组
长会议，其互助组被评为全省 4 个
先进的常年互助组之一，他本人也
被评为劳动模范。陈培灼兴办互助
组的经验，在全县得到推广。

1951 年 9 月，县委按照中共中
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
案）》的精神，大量发展临时互助组，
逐步推行常年互助组，有重点地发
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2年
土地改革结束时，全县互助组已发
展至1285个，入组农户10 005户，组
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6%。

沔阳农业生产互助主要分为三
种形式：一是临时互助组。即在原
有串工生产的基础上，户数不定，自
愿结合，民主选举组长，以“组织起
来，互相帮助，克服困难，战胜自然
灾害”为目的。农忙成组，农闲组
散，以工换工，收益归己。二是季节
性互助组。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由
固定农户自愿组成，以“组织起来，

战胜困难，多打粮食，增加收入”为
目的。凡属季节性的大型农活，集
中劳动，出勤记工，农活结束，清工
结帐，长进短出。三是常年互助
组。固定户数，实行有领导、有组
织、有计划的常年集体劳动，出勤评
工记分，一季或一年结算，长进短
出，农业收益自得。集体组织的副
业收入，盈利部分则按劳动出勤天
数分配；集体兴修的堰塘、购置的新
式农具、开垦的荒地归全组公有，属
于互助组高级形式。

互助组在当时的农业生产生活
中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使农民认
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要求走互助
合作道路的热情也大为提高，互助
组在全县各地普遍开展起来。至
1953年底，全县互助组发展到4101
个，入组农户21 040户，占全县总农
户的18%。至1954年春，全县已建
立互助组8879个，入组农户86 368
户，占农户的56.3%，为下一步开展
互助合作、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打下了基础。

建国初期沔阳县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初步开展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终于有着
落了，感谢市科技局、深圳仙桃商
会。开学后，我一定努力学习，不辜
负大家对我的帮助！”8月5日，剅河
镇新洲村贫困生胡乐接过爱心人士
捐赠款项后感激地说。

今年 17 岁的胡乐，家中共有 5
口人。爷爷今年 66 岁，患有胃癌，
光看病就花了20多万元；奶奶患有
贫血症，只能做一些轻微家务活；父
亲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长期服药；全
家人生活仅靠母亲在超市打工的微

博收入来维持生计，日子越过越紧。
近日，即将读大学的胡乐又喜

又忧，喜的是高考分数648分，考上
了心仪已久的大学，忧的是眼看着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上学的费用
还没有着落。

市科技局驻剅河镇新洲村扶贫
工作队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将情
况上报至派驻单位，并争取相关支
持。今年 7 月，市科技局驻村工作
队发出倡议书后，局机关干部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为他筹集到5300元

的爱心款项。同时，市科技局还联
系到深圳仙桃商会执行会长刘创，
帮助胡乐一家渡过难关。5 日上
午，刘创一行到胡乐家中开展走访
慰问活动，并送去 5000 元慰问金，
并承诺胡乐大学读书期间的学费和
生活费均由他全额承担（包括读研
读博费用）。

据悉，资助仙桃籍贫困大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自食其力走上工作岗
位，将来能够回报社会、贡献社会，是
深圳仙桃商会一直倡导和坚持的“星

雨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据初步统
计，深圳仙桃商会会员们自2018年
起已捐款100多万元，用于资助仙桃
籍贫困大学生，同时，还在疫情期间
捐赠酒精、测温仪等价值100万元物
资，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我们将继续履行社会责任，持
续把慈善事业做下去，争取尽快实
现资助仙桃籍500名贫困大学生的
首期目标，让更多的贫困学子圆梦
大学！”深圳仙桃商会执行会长刘创
说。

本报讯 （记者 陈亚东） 8 月 5
日，当阳市政协副主席刘祖春一行来
我市考察科技创新工作。市政协副主
席张德萍陪同。

刘祖春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旺旺
食品、健鼎电子、市城市规划馆、六丰
机械、光谷创业咖啡，详细了解了企业
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扩展等情
况，并就创业项目扶持、创新驱动、人
才引进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近年来，我市坚持在“优”字上做

文章，完善创新发展“施工图”；坚持在
“实”字上下功夫，搭建创新发展“主载
体”；坚持在“真”字上显担当，提升创
新发展“软实力”；在“新”字上求突破，
打造创新发展“强磁场”。目前我市民
营经济规模不断壮大，质效不断提升，
层次显著提高，社会贡献日益突出。

双方表示，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交
流，共同推动两地科技合作向更深、更
广领域拓展，助力科技型企业发展，为
双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 （记者 张曼） 近日，由
省版权局举办的“WPS 战疫杯”优秀
版权作品评选结果公布，我市共12件
作品入选。

剪纸艺人梁长秀作品《国之磐石，
众志成城》获得优秀版权作品奖，吴迪
仙《敬爱生命 大爱无疆》等12件作品获
得纪念版权作品奖。所有作品将由省
版权保护中心统一免费进行版权登记。

4 月15 日，省版权局发布《“WPS
战疫杯”优秀版权作品征集启事》，在

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优秀原创抗疫作
品，发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的优秀原创抗疫作品，讲述版权一
线工作的战“疫”事迹。

本次活动共征集抗疫作品339件，
以文字、美术、音乐、摄影、视听、曲艺
等多种形式记录身边的感人事迹，声
援疫情防控阻击战，向奋战在防疫一
线的工作者致敬，传播社会正能量。
经专家评委匿名投票，共评选出优秀
版权作品10件，纪念版权作品35件。

12件作品入选省版权局
战“疫”版权作品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通讯员 樊
启鹏） 8月5日上午，全市物业企业党
建创城暨星级评定工作会议在仙苑国
际大酒店召开。

会议发布了物业行业党组织建设
工作方案，并为新成立的20家物业企业
党支部授牌；通报表扬了获得星级评定
认可的物业企业及个人，12个物业服务
项目通过年度复审，22个物业服务项目
获得年度星级评定奖杯，还评出了“十
佳业主满意小区”“十佳平安小区”“十

佳卫生小区”及“十佳项目经理”。
会议要求，市物业管理协会要充

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着力加强行业
协会自身建设，以协会管理水平提升
带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写好“基层党
建”“基层治理”“基层服务”三篇文章，
奏响“文明创建”“安全生产”“品牌引
领”三支协奏曲。

会议还完成了市物业管理协会改
选，推举并通过了协会第四届理事会
成员人选。

全市物业企业党建创城暨
星级评定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刘贤双） 8 月 6
日，毛嘴镇清洁专班结合服装企业招
工之际，进厂区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和
宣传活动。

毛嘴镇服装产业园现有服装厂
236家，工人3.5万人。为促进企业垃
圾分类工作，毛嘴镇清洁办工作者、保

洁员、志愿者、企业老板分别从垃圾分
类的意义、分类标准及方法，向企业员
工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通过讲解，让员工更直观地了解
垃圾怎样分类以及分类回收的好处，
并带领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实地参观及
学习，随后进行垃圾分类指引。

毛嘴镇垃圾分类宣传进工厂

（上接第一版）

上门“把脉问诊”开良方
“企业复产后有什么难题？相

关生态环境政策落实到位了没？”这
几天，市生态环境局成立两支企业
服务队，来到彭场镇 5 家无纺布企
业，送政策，解难题。

服务队先后来到新鑫、裕民、誉
诚、德兴、恒天嘉华等企业的生产车
间，了解手续办理情况、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等情况，充分听取企业生产
中存在的困难和需求，现场指导企
业完善环评手续。

为了将服务送到企业的心坎
上，市生态环境局组建服务小分队，
定期走访企业，解决企业碰到的环
保难题；建立结对帮扶制度，企业问
题由专人负责、集体解决；开展专项
培训活动，由专业人员送法、送知识
进企业，提升企业环保、生态意识和
员工素质。

“终于注册成功了。”“我也登记
成功了。”……5月6日，通海口镇柳

李村徐之炳在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
员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养猪场排
污许可登记手续工作。

根据要求，我市 577 家畜禽养
殖场需完成登记手续，但这些养殖
场经营业主普遍存在学历偏低、年
龄较大、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导致
前期排污许可证登记率不高。

面对这些问题，市生态环境局
创新工作方法，制作好排污许可证
注册、申报流程和统一填报模板，上
门帮助养殖场主操作，养殖场主纷
纷叫好，工作推进顺利。

市生态环境局还对全市超过
2000 万元税收的重点企业实行包
保行动，主动上门服务，全面体检问
题，为企业发展护航，当好保姆型管
家。

用“管家”的理念实施环保监
管，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市
生态环境局大力探索“环保管家”工
作模式，不断优化问题发现、对症下
药、推动环保监管由“被动”变“主
动”。

8月3日，市妇联、市孝雅使者志愿服务站在刘口社区开展“大手拉小
手·彩虹行动”。旨在通过手工、绘画等特色课程培养未成年儿童的兴趣爱
好，为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图为志愿者
讲解手工制作过程。 摄影 记者 鹿丹丹

本报讯 （记者 鹿丹丹 通讯员
邵彦舒） 近日，市税务局妇委会联合
市妇联举办“税务巾帼心向党”主题活
动，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水墨画扇创
作。

心理健康讲座以“疫后心理健康”
为主题，从新冠肺炎相关知识、工作区
域卫生防护、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的心理及应对等四个方面进行细致讲

解，帮助全体女职工做好疫后心理疏
导，解除心灵困惑、科学疏导压力，以
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中。

水墨画扇活动以“合和清廉”为主
题，将折扇融入夏荷、青山、绿水等“中
国风”元素，一笔笔勾画、一层层晕染
……在绘画老师的讲授和指导下，女
职工们把对党的情感挥洒在笔墨指
尖，共创作出50余幅折扇作品。

市税务局

开展“税务巾帼心向党”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蔡玲 通讯员 杨
丰）“现在家门口有了垃圾桶，定期
有垃圾车来清运，村庄变美了，生活更
好了，我们住着也更舒心了。”8 月 5
日，看着村里的变化，剅河镇赵湾村四
组村民赵贤成笑开了花。

近年来，剅河镇赵湾村在抢抓经
济发展同时，也注重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多措并举全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以赵湾四组为中心，全域开展植
绿造绿、垃圾分类、亮化美化等行动，
通过示范带动，全面提升村庄的“颜
值”；以稻田养虾和莲藕、螃蟹等产业
为主要抓手，推动全村经济向纵深发
展。

据悉，赵湾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已通过全市第 11 次乡村振兴项目评
审会，并于今年起开始建设，建设的内
容涵盖基础设施、景观、建筑、环境整
治等工程。截至目前，剅河镇赵湾村
已完成立面改造48户；稻田游园建设
已开工装模，共完成 200 米游园步道
铺设；入口处沿线景墙、廊架工程已完
成总工程量60%；小米电商馆、居民游
乐中心建设已部分完成；路灯 40 盏、
庭园灯饰36盏已到场；游园游道硬化
已完成，游园绿化苗木 5000 株已到
位；后园围墙800米已全部完工；道路
刷黑 1100 米，目前方案已定，正按照
相关要求着手施工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鹿丹丹 通讯员
高瑗）“安全出口处缺少指示标志，
灭火器数量不达标，要抓紧整改，我们
将持续开展回头看活动。”8月5日，陈
场镇姚嘴仁和医院内，镇安全生产委
员会第六组成员反复叮嘱，同时下发
整改通知书，确保检查全覆盖，整改见
实效。

为进一步加强全镇安全生产工
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自8月4
日起，陈场镇正式启动为期15天的安
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此次检查共分8
个小组，检查范围涵盖全镇工业企业

生产、农村道路交通、城镇建设、医疗
安全、烟花爆竹等领域。

专班人员通过采取“四不两直”、
明查与暗访结合、深入现场一线的检
查方式，直面发现问题，彻查安全隐
患。对于那些拒不整改或屡改屡犯的
单位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严
查到底。

下阶段，陈场镇将着重开展“回
头看”，对下达整改通知书的位置进行
全覆盖复查，对前期检查达标的位置
进行随机抽查，确保问题早发现、隐患
真整改，安全长实现。

陈场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鹿丹丹 通讯
员 王松）“小刘，我身体不舒服，
你赶紧过来一趟……”8 月 4 日凌
晨 5 时，沙嘴街道九十墩社区居民
昌又早拨通了社区干部刘三毛的电
话。刘三毛来不及思考，迅速穿上
衣服赶往昌又早家中。

刘三毛第一时间联系社区医生
上门问诊，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昌又
早是肠炎导致闹肚子，刘三毛才松
了一口气。

昌又早患有精神疾病，丈夫去
世，儿子、女儿因重型精神疾病住
院。自昌又早成为刘三毛的定点帮

扶对象以来，刘三毛事无巨细，尽最
大努力帮助她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
难。

这是九十墩社区“结穷亲”解
难题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为了更
好地帮助困难家庭，今年以来，九
十墩社区启动了低保对象重病、重

残“一对一”帮扶行动，积极组织党
员干部一对一“结穷亲”，着力为群
众解难题、办实事，架起党群“连心
桥”。

截至目前，九十墩已有 28 名
重病、重残低保户享受“一对一”帮
扶。

九十墩社区：“结穷亲”解难题

为进一步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及
质量，沙嘴办事处十一墩集贸市场
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对旧市场升级
改造，强化排污、灯光、通风、消防等
功能。图为8月4日，沙嘴十一墩集
贸市场改造现场。

摄影 记者 郑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