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要 闻
责任编辑 杨晓霞 2021年8月27日 星期五

邮箱：2373232113@qq.com

8月25日，在遵义会议会址，遵义市萤火虫公益协会的志愿
者在为游客拍照。

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营造舒心、安心、放心的旅游环境，红
花岗区老城街道成立“会址先锋服务岗”，整合遵义义工联合会、
红花岗区义工联合会、遵义市彩虹公益协会、遵义市萤火虫公益
协会等志愿服务团体力量，以定点服务和流动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满足游客和市民旅游咨询、临时休憩、失物招领等需求，同时
进行文明旅游宣传，劝导不文明行为。

（记者 向婧 吴凡 摄影报道）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美丽

☆政务简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 8月26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庆跃率队深入红花

岗区部分社区、市场、学校、医院等地，就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

工作进行暗访督查。

短评

位于鄂西南的全国一类老区县
鹤峰，曾是贺龙同志等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引领各族群众前仆后
继，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革命根
据地。当年全县仅6万余众，却有近
半数人投身革命，3000多人献出了
宝贵生命。

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1927年的春天，共产党员陈树
廉、杨礼贤受党委派，来到鹤峰城关，
开展党的活动。小城鹤峰的大街上
第一次挂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挂起了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

鹤峰夹沙坝人周继武，16岁考
入省立沙市荆襄法政学校，1925年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毕业
后被委任为襄阳县法官，但他放弃
高官厚禄，选择回到鹤峰与陈树廉、
杨礼贤一起开展农民运动。

周继武发动500多位农民，在家
中召开誓师大会，并喊出“打倒土豪
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成立了
鹤峰县农村最早的农民协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杨
礼贤等在鹤党员受到通缉，被迫转
移。这时，党又派徐锡如来鹤峰秘
密开展工作，他以宣传三民主义作
掩护，在城南水寨鹤鸣书院（今容美
实验中学）办公，秘密举办共产主义
训练班，吸纳了大批优秀人才入党，
1927年6月，鹤峰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成立，徐锡如任书记。

1928年，在“八一”南昌起义和
“八七”会议的推动下，鹤峰工农武
装斗争蓬勃开展。中共鹤峰特支参
加了由中共施鹤临时特委领导的龙
潭司武装暴动。

随后，共产党人遭到了反动派
的血腥镇压，徐锡如被迫转入燕子
坪农村进行隐蔽活动，并发展该地
区农村先进分子邓中义、唐树勋等
入党，成立了鹤峰县第一个农村党
支部。

贺龙来了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
利后，奉中央指示，贺龙与周逸群等
返回湘鄂西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
以桑植、鹤峰为根据地，发动群众、
联络旧部，建立武装，揭开了鹤峰乃
至湘鄂西民主革命史上辉煌的一
页。

1928年 4月，贺龙率李良耀、卢
冬生一行到鹤峰走马坪，与旧部联
系筹款、借枪。筹款结束后，贺龙率
部到湖南桑植、罗峪、石门一带战
斗。

同年8月，中共鹤峰特支接受以

贺龙为书记的湘西前委领导。
后贺龙率领革命军多次进出鹤

峰，并成立鹤峰县委，使得鹤峰县城
及其周围地区成为湘鄂西的第一块
革命根据地。贺龙的姐姐贺英率领
的武装也一直在鹤峰太平一带坚持
斗争，平时开荒种地，战时投入战
斗，还开办了湘鄂边第一所游击子
弟学校。

现如今，鹤峰保存完好的革命
旧址有贺龙旧居、五里坪革命旧址、
鹤峰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红岩坪红
三军军部旧址等，全县共有革命旧
（遗）址和纪念地 71处，其中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处，省级 7处，
州级 1处，县级 32处，不可移动文物
点30处。

这些革命旧（遗）址见证了岁月
的沧桑，见证了先辈们英勇无畏的革
命壮举。位于容美镇八峰山脚下的
满山红革命烈士陵园被中宣部等14
部委认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之一，同时也是湖北省七个国家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永跟党走

英烈们的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
的革命精神，激励着鹤峰人民奋发图
强。近百年来，溇水河畔的鹤峰人民
用奋斗和汗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
上了幸福的日子。高速通车了，县城
整洁了，乡村变美了……但有一条始
终没变：跟党走。

位于鹤峰县中营镇的红岩坪
村，平均海拔1420米，一条条硬化公
路畅通村组，这里红色革命历史悠
久，现有保存较为完整的革命遗址
14处。

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红岩坪
人艰苦奋斗，发展产业，截至 2020
年，全村形成了以烟叶、药材、蔬菜、
养殖为重点的主导产业。仅烟叶一
项年收入就达1500多万元。

位于鹤峰县太平镇的洞长湾村
二组胡家屋场是贺英烈士殉难处旧
址，原为一正两横悬山顶穿斗结构板
装瓦房，现仅存正屋，建筑面积139平
方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
义。

现在的洞长湾共有茶园3000多
亩，茶叶成了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许多农副产品通过电
商直销到国内各大城市。

从勒紧裤腰带吃不饱饭到“顿
顿有肉”粗细粮搭配，从穷山恶水到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有机茶第一县、中国诗
意休闲城……一项项荣誉，展示了
鹤峰近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溇水河畔的红色记忆
恩施日报社记者廖原 通讯员 夏咸恩

鹤峰，是中国革命的红
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
及战略后方，是湘鄂边革命根
据地的中心，也是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
诞生地。在贺龙同志领导的
长达7年的武装割据斗争中，
当时总人口6万多人的鹤峰
县，就有半数投身革命，其中
300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硝烟远去，中国进入新时

代。鹤峰抢抓国家精准扶贫、
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鄂
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等发展机
遇，全县上下苦干实干，掀起
全面开发建设的热潮。如今
的鹤峰人民，将永远铭记光荣
的革命历史，矢志传承不朽的
红色基因，加快建设“一基地、
三示范区、五个鹤峰”，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
出鹤峰老区人民的新贡献！

（廖原）

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老区人民的新贡献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部旧址。 （图片由鹤峰县文化遗产局提供）

鹤峰县城全景。 （杨顺丕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婷婷）“大伯，
你们家项目分红发了没有？发了多
少？”近日，汇川区纪检监察干部走
进芝麻镇竹元村群众家中，详细地
询问群众关于扶贫民生项目分红情
况，并认真记录在案。

汇川区纪委区监委把“访村寨、
重监督、助振兴”专项行动作为落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
抓手，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由班
子成员带队深入全区 14个镇（街），
察民情访民意，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在开展专项行动中，汇川区纪
委区监委聚焦重大民生项目、“四个
不摘”政策落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五个体系”建设等重点内容，
采取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现场查
看、走访群众、个别访谈等方式，深
入了解各项目的建设、投入、使用、
效益、分红等情况，重点关注群众生
产生活中的困难以及扶贫民生项目
的利益保障情况，着力发现并解决
民生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为基层解

难题。
“我们采取重点督查督办机制，

确保发现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据
介绍，汇川区纪委区监委按照“一台
账两清单”工作模式，将走访发现的
突出问题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及
时梳理收集，并建立问题台账，分类
反馈给相关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
监察组和镇（街）纪（工）委督促相关
单位部门整改。

为确保整改成效，汇川区纪委
区监委将各镇（街）纪（工）委、派驻

纪检监察组及纪检监察室监督力量
整合划分为7个片区，明确1个片区
由区纪委区监委1名班子成员联系、
1个纪检监察室负责指导，形成“1+
1+1”片区协作机制，将单兵攻坚变
为协同作战，提升监督实效，推进问
题整改。

汇川区纪委区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对敷衍整
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的，予以追
责问责，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汇川区纪委区监委

深入开展“访村寨、重监督、助振兴”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 俞晖）连
日来，务川自治县在加大宣传的
同时，通过贴心服务，有序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为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近段时间以来，务川自治县
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微信、QQ、
抖音等宣传疫苗接种的必要
性，向群众推送疫苗接种的相
关政策和知识；通过多次开群
众会、上门入户面对面讲解等，
让群众了解接种疫苗是预防控
制新冠病毒肺炎最有效、最经
济的方式。

同时，该县 1700多名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为民服务，现场
解决发现的问题。24个流动接
种点进村（社区）、进组（小区），
并延长服务时间为群众接种疫
苗。镇、村干部租用车辆或用
私家车上门接送地处偏远或因
身体原因出行不便的群众接种
疫苗，有的镇还组建疫苗接种
志愿服务车队，最大程度方便
群众。

据统计，截至 8月 25日，务
川自治县已有18.48万人接种疫
苗。

务川自治县

扎实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婧耘）8
月 26日，遵义日报社举行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校长
谢以佐以“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
征程”为主题，向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宣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

宣讲中，谢以佐紧扣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围绕“百年起点：历史必然与
伟大精神”“百年历程：一个主题
与四大成就”“百年密码：历史启
示与行动纲领”三个方面，深入

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宣讲脉络清晰、深入
浅出，是一次既生动又深刻的党
史教育、理论教育，对学习领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
意义。

聆听宣讲后，大家表示，将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全面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
思想精髓，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遵义日报社

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记者 查静）8月 26
日，珠海市—遵义市东西部协作专
项调研督导会召开。省政府副秘书
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广东省粤黔协
作工作队临时党委书记、领队胡爱斌，
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晓杰出席会议
并分别讲话。

胡爱斌指出，根据党中央重新调
整的新一轮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

“十四五”时期，由广东省继续帮扶贵
州省，其中由珠海市对口帮扶遵义
市。自珠海和遵义建立对口帮扶关

系以来，两地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其
组织领导有力，工作对接顺利，指标
完成良好，实现了珠海—遵义东西部
协作工作的良好开局。下一步，希望
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遵义工作组
继续深入基层，加强协作对接，做好
本职工作，助推两地形成区域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
面。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工作重
点，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形式，进
一步深化对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思想
认识。要增强工作合力，建立联合办

公机制，提高工作效率。要加大工作
力度，对标对表东西部协作的各项目
标任务，抓细抓实工作落实。要积极
探索创新，与遵义方面携手共进，努
力开创东西部协作工作新局面。要
立足东西部协作工作新要求，加强队
伍建设，做好服务保障，确保粤黔干
部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受市委书记魏树旺，市委副书
记、市长黄伟的委托，刘晓杰在讲话
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粤黔
协作工作队对遵义的关心厚爱表示

衷心的感谢。下一步，希望在认识
上再深化、行动上再加力、作风上再
提升，确保高质量完成东西部协作
各项工作。

会议还听取了广东省粤黔协作
工作队遵义工作组组长、市政府党组
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赵亮关于遵义
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的专题汇报。

会前，胡爱斌一行到正安、务川
进行实地调研督导，深入了解珠海
市—遵义市东西部协作工作推进情
况。

珠海市—遵义市东西部协作专项调研督导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