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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艳新 通讯
员 陈静颖 李怡然） 为庆祝“八
一”建军节，促进社区文明和谐共
建，加强军民团结，7月29日上午，
月亮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辖区退役军人、青少年儿童代
表，开展了“童心向党致敬荣耀”建
军节主题活动。

活动在黄石市工人运动史展
览馆举行。在讲解员的引领下，通
过一张张图片和文物资料，让大家
了解黄石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革
命先烈的光荣事迹。随后，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志愿者从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开始，带领
大家回顾了人民军队组建之初的
红色记忆，讲述人民军队用生命与
热血铸就新中国和平丰碑的红色
历程。

现场，抗美援朝老兵陈迪良感
慨地说，“在党的带领下，我们从一
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要珍
惜今天安宁幸福的生活。”在老兵
的带领下，孩子们行军礼向退伍老
兵致敬。“爷爷，你们是祖国的荣
耀，我们会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像
你们一样为祖国作出贡献！”刘恩
朵小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童心向党 致敬荣耀

劳动创造幸福H
本报讯（记者 刘佳 通讯员 梁

静） 7月31日上午，湖北省第十六届
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武术散
打比赛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
帷幕。

据悉，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各
市州17个代表队、168名散打运动员
角逐冠军。黄石队选派了6名运动员
参加了6个级别的比赛，经过3天的激
烈比拼，黄石代表队在男子甲组65公
斤级别获得第一名、男子甲组48KG
获得第五名。

在31日上午进行的男子65公斤
级别决赛中，黄石代表队运动员肖飞宇
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参加这次省运会，
让我学会了很多，知道了如何克服心理
障碍，明白了坚持的重要性。”肖飞宇
说，能为黄石增添一枚金牌，倍感自豪。

教练员曹红艳表示，运动员能够
顶住压力战胜对手，很不容易，这块金
牌是教练员、运动员共同付出的收
获。赛后，他们将汲取经验，用心总
结，努力备战，力争在下一届省运会再
创佳绩。

体育强市
聚焦省十六运会聚焦省十六运会H

黄石省运会青少年武术散打添一金牌

本报讯（记者 曹阳 通讯员 王丽
娟）连日来，临江社区开启“清凉”模
式，雷锋亭里一台贴着“爱心冷饮 免
费领取”的小冰箱，吸引了不少路人的
目光。打开冰箱，里面堆放着满满的
矿泉水和水果，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
户外工作者的。

“一杯冷饮，传递的是点滴爱心。
这些饮品、食品是社区爱心商户卢雪
梅捐赠的，她是我们爱心队伍中的一
员。”雷锋亭值班志愿者周大莲说。

“爱心冰箱”吸引辖区内许多环
卫工人、外卖小哥到雷锋亭“打卡”。

这里除了有冷饮、凉茶外，还有冰镇
西瓜等。

“每天巡逻三个小时以上，水分消
耗特别大，口渴时候到‘爱心冰箱’应
个急，很是方便。”八泉街道城管队员
曹凯的执勤点就在雷锋亭附近，他偶
尔来这里休息片刻。

“社区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民生
工作，分别发挥好八支队伍作用，打造
社区治理共同体。”临江社区党委副书
记许丽表示，卢雪梅的行为为辖区更
多商户树立了热心公益的榜样，也将
吸引更多商户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

志愿服务 温暖黄石H
“爱心冰箱”让户外工作者“清凉一夏”

连日来，持续高温，炎热天气给核
酸采样工作和交通卡口执勤带来不小
的挑战。尽管如此，许多医务人员、民
警、志愿者等不惧酷暑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以辛勤付出牢牢守护好广大
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生活屏障。

协同作战“大白”坚守防疫一线

从7月11日开始，我市在摩尔城
商圈设置便民采样点，每天8点—11
点半、17点—20点为市民开展免费核
酸采样服务。负责该点核酸采样任务
的单位是市中心医院和胜阳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7月30日下午4点，记者来到摩尔
城商圈设置便民采样点，进行实地探
访。

此时，市中心医院客服部护士胡
碟和张淑媛早已来到采样亭。调试空
调，检查医疗器材，做好亭内亭外消
杀，两人忙个不停。在正式采集前，胡
碟和张淑媛还需要做好两件重要事

情：补充定量的水和食物，上洗手间。
记者在这间不足两平方米的核酸

采样小屋内感受到，空调虽然起到一
定降温作用，但穿上隔离服，戴上手套
和口罩，里面依然显得闷热。

下午5点，两人的工作正式开始。
“请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登记好个人
信息后到旁边做核酸。”“请张开嘴巴，
头抬高一点，再高一点。”一声声轻声
细语的温馨提示，一次次重复咽拭子
采集动作，胡蝶和张淑媛配合默契，行
动迅速，不一会儿，排起的人群长队很
快就消失了。

“你来检录，我去采集吧。”工作时
间没过半，张淑媛看着在采集窗口累
得说话都打颤的胡碟，建议换班，而胡
碟表示，“我再采一会儿，你多积攒点
体力。”

“前半程靠体力，后半程靠意志。
只有我俩相互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更
好。”张淑媛说，工作虽然累，但每次想
到多做一次采样，就能多检测一个人，
多服务一个群众，就要咬牙坚持下来。

从摩尔城商圈设置便民采样点开
始采集工作的第一天，黄石港区胜阳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肖金苗就一

直忙碌在第一线，她主动揽下前几天的
值班工作，并根据自己的经验编制了一
份“采样亭工作须知”，贴在了采样亭
里，告诫同事采样工作注意事项。

正如肖金苗说的那样，“参与疫情
防控，没有人是局外人。穿上‘大白’，
就有一种责任感支撑着每一个人坚持
做好服务的源动力。”

联防联控凝聚强大合力

7月30日下午，武黄高速黄石出
口外车流如织。为了守护黄石北大
门，让车辆尽快有序通行，交通卡点的
值守人员正忙碌地开展对车辆的查验
工作。

“您好，请停车配合检查。”在交通
卡口见到执勤人员聂庆丰时，他皮肤
已经晒得通红，汗珠布满脸庞。记者
用温度计测试地面气温，指针很快就
超过了50℃。

聂庆丰是市公安局黄石港分局指
挥中心的一名民警。据他介绍，按照
分工，他和4名同事负责拦停过往车
辆、疏导拥堵路况、维持安全秩序等。

聂庆丰说，为了不至于给卡点带

来拥堵，他们需时刻守在出口通道处，
待车辆驶来后，迅速拿到司机手中的
通行卡，然后快速予以放行。对于需
要核酸采样的车辆人员，现场民辅警
会引导车辆进入检测车道。

“我们每天会派出15名警力，分三
班24小时坚守卡点。”黄石港公安分局
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付红英介绍，临
近周末，进入黄石的车辆增加，给现场
执勤民辅警工作带来较大压力，他们
上厕所、吃饭都只能轮流进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2名女辅警许雯
娟、张薇和男警一样，也坚守在卡点。
其间，许雯娟还出现轻微中暑症状，现
场执勤同事立即将她换了下来，可当
许雯娟缓过来后，表示要继续坚守。

卡点就是堡垒，防疫人员就是战
士。记者了解到，我市共在各交通口
设置了31处疫情防控卡点，公安民警、
交通运输行业人员、医护人员、社区工
作者、志愿者等，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骄阳还是暴雨，都坚守在疫情防
控的一线。他们凝聚起联防联控、协
同作战的强大合力，以实际行动扛起

“为人民群众筑起疫情防控安全线”的
使命担当。

根据黄石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经2022年7月5日开
发区·铁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
委员会会议研究，原则同意黄阳路
东周综合能源站规划与建筑设计
方案。现拟对其规划与建筑设计
方案进行审批。为广泛听取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一
步明确建设工程（民用建筑类）设
计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黄自然资
规函[2021]8号)的相关规定，现对
黄阳路东周综合能源站规划与建
筑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在公
示期间，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规划
审批有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以下
方式反映。

公示日期：2022年8月1日 －
2022年8月9日

公示反映方式：

1.网上公示：
http://zrzy.huangshi.gov.

cn/
电子邮件：hszrzyhghj@163.

com （黄石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
上邮箱）

2.联系电话：0714-6398067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
铁山区分局 陈女士

0714-6398075 黄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铁山区分
局 王女士

有效反馈意见需向公示联系
方书面留下意见、真实姓名、联系
方式和地址。本方案涉及的利害
关系人，依法享有听证权。如需要
听证,应在本方案公示期内向审批
机关提出书面申请。

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8月1日

黄阳路东周综合能源站规划
与建筑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64岁的黄朝耀打开旧相簿，一个
面容清秀的男孩出现在泛黄的相纸
上。男孩穿军装，戴军帽，对着镜头站
着笔直，眉宇间透着一股坚毅和威严。

“那便是我的选择。”不论是身着
“橄榄绿”还是“检察蓝”，几十年来，黄
朝耀初心不改，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贯
穿始终。

作战英勇 火线入党

1977年7月，高中毕业的黄朝耀
报名参军。8个月后，他应征入伍，在
武汉军区野战部队某团服役。

“新兵训练刚结束不久，我们就扛着
枪奔赴战场。”1978年11月，该团接到
中央军委命令，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大部队开始在广西、云南边境集结。

1979年2月，黄朝耀参与全团行
动，成为组建的“尖刀连”中的一名机
枪手。“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上战场
总冲在队伍最前面。”

奇穷河是横亘在部队进军路上的
一道天险。河对岸，敌人已经布下重
兵把守。

“进攻命令下发后，我一边还击，
一边匍匐着前进。”敌人火力猛，子弹
从黄朝耀头顶飞过时，还掠起了一阵
风。在他面前，一个又一个战士在渡
河过程中中弹倒下，碧绿的河水被鲜
血染红。

经过激烈战斗，黄朝耀与大部队
一起强渡奇穷河，攻克了设在河对岸
的敌方阵地。因为作战英勇，组织批
准他火线入党。

27天，黄朝耀所在部队势如破竹，
从广西方向一路打到越南谅山。完成
作战任务，他跟随队伍从前线撤下，返
回驻地修整。

1979年9月，黄朝耀通过选拔考
试，进入西安陆军指挥学院，系统学习
军事理论课程。两年后毕业，被分配
到原兰州军区某红军师工作。

1985年5月，27岁的黄朝耀借回
乡探亲之际，与恋人成婚。然而，探亲
假还未休完，他便接到部队发来的电
报：“速归队”。

“我隐约觉着肯定有大事要发生。”
整理好行囊，黄朝耀与亲人道别。面
对亲人，黄朝耀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告诉他们，组织上派我外出学习，
需要立刻回单位报到。”临别前，黄朝
耀还是从妻子眼中读出了担忧。

返回单位后，部队举行战前动员
大会，时任副连长的黄朝耀被抽调到
云南参加战前训练，即将再赴中越边
境，参加对越防御作战。

调度有方 荣获一等功

1986年1月，黄朝耀所在部队接
管阵地，离老山主峰直线距离不到
700米。

阵地防御作战，物资供给成了难
事。后方的运输员要翻过山头，避开
敌人的火力点，才能抵达本方阵地。

“不少战士在运送水和食物的过程中，
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缺食物，战士们节省着为数不多的
军用罐头；缺水，长时间不洗澡；没有地
方睡觉，就猫在不足半人高的工事里，
用弹药箱盖板搭成床铺，和衣而眠。

因为长期无法用清水擦洗身体，
不少战士身上长出皮肤癣，“用手一抓
全是血口子，时间一长还会流出脓
水”。尽管作战条件恶劣，黄朝耀与战

士们一起时刻保持警惕，确保不丢一
寸阵地。

1986年10月，战斗由防御转为进
攻。上级给黄朝耀所在部队下达命
令：拿下前方直线距离800米的敌方
55号阵地。

大战之前，部队重新组建一支突
击连，黄朝耀任连长。为了安排好队
伍进攻路线，黄朝耀做好伪装，带上地
形图，先后8次秘密潜入阵地前沿展开
实地调查。离敌人近在咫尺的黄朝
耀，一边手拿望远镜观察，一边把敌人
的火力点数量、兵力部署情况、阵地防
御体系详细标注在地图上。

战前动员，黄朝耀和连队其他党员
干部咬破手指，在白布上写下了“不怕
牺牲，勇于参战”的请战血书，并同遗书
一起放进了自己的战斗背包中。“上了
战场，每个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做好部署，战斗正式打响。在漫
天的喊杀声中，士兵们从战壕中一跃
而出，向目标阵地冲去。战斗只用了
27分钟，黄朝耀指挥突击连收复了老
山地区55号阵地。

从前线返回后，黄朝耀被所在军区
授予个人一等功，其连队也被中央军委
评为攻坚英雄连。作为战斗英模代表，
黄朝耀受邀赴北京作事迹报告，并受到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实干笃行 秉公执法

1996年，黄朝耀从部队转业到地
方。作为荣立个人一等功的战斗英
模，按照政策，他可以在全省范围内选
择自己心仪的工作。

当时国有企业待遇比机关单位
好，周围亲朋好友都劝黄朝耀进企业
工作，但他转业到黄石，在黄石港区检
察院担任副检察长。见过了生死，黄
朝耀早已看淡了名利。

作战经验丰富的黄朝耀，到了政
法领域是个新手，但他明白司法公正
的重要性。于是，他系统自学了刑事
检察工作涉及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司
法案例，认真审查每一起经手案件，对
公安机关办理的重大刑事案件严格做
到提前介入调查。

作为分管批捕、起诉工作的领导，
黄朝耀带头办案。不管是严寒酷暑，
还是三更半夜，只要接到电话，他都会
第一时间奔赴办案现场。其办理的批
捕、公诉案件从未出现案件质量问题，
所办案件结案率达100%。

2008年，黄石港区检察院领导班
子分工调整，黄朝耀分管办公室、档
案、后勤保障等工作。身边朋友认为，
让一个业务骨干去做一些鸡毛蒜皮、
服务干警的事有点“屈才”，但是他一
句“坚决服从安排”，平息了周围人的
议论。

“工作没有好坏之分，平凡的工作
同样能造就不平凡。”黄朝耀对于组织
安排的具体工作，都会扎实干好。在
分管工作期间，该院连续六年获得机
关档案工作目标管理省特级单位称
号，连续六年被评为省级精神文明单
位，多次获得黄石港区党风廉政建设
先进单位称号。

2018年12月，黄朝耀退休后也没
有歇着，在家乡鄂州市鄂城区筹建起
了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帮助退役军人
解决困难、诉求。没有经费来源时，黄
朝耀自掏腰包，用退休金充当协会运
营的工作经费。

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色。“不
管干什么事，我都要对得起曾经的
那身绿军装。”黄朝耀说，只要身体
条件允许，他会把退役军人的事业
进行到底。

坚守高温下的“疫”线力量
□ 本报记者 石教炼 李飞

黄朝耀：永葆“橄榄绿”的初心和使命
□ 本报记者 胡波

黄朝耀（中）和战友一起受嘉奖（资料图片）

7 月 30 日，黄
石新兴管业组织该
厂退伍军人聆听“中
国好人”退伍军人吕
东讲述参军保卫国
家的经历，并开展
拉练活动，让他们
共同回忆从军时的
美好岁月，激发他
们“退役不褪志、退
伍不褪色”的责任
感，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而努力奋斗。
记 者 鄢 巍
通讯员 柯雪梅 摄

本报讯（记者 曹阳 通讯员
黄淑艳） 7月28日下午，在第95
个建军节到来之际，西塞山区和平
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退
役军人“八一”座谈会。

座谈会上，退役军人代表畅所
欲言，回忆自己过往当兵的点点滴
滴，分享军旅故事，并对社区建设、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等方面建言献
策。“社区召集我们一起座谈，让我
想起昔日一起战斗的战友，更感叹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退役

老兵童维黑说道。
随后，和平街社区党委书记

梅寒春向退役军人代表致以节
日问候，感谢他们为祖国作出的
贡献，将最美的青春献给了祖
国，并希望他们“退伍不退志”，
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参与社区建
设活动。

活动最后，大家集体参观了北
伐军二十路军军部旧址，在讲解员
的带领下观摩了贺龙元帅的革命
事迹。

忆军旅峥嵘岁月 为社区建设出力

H 我家有老兵

新时代文明实践H

本报讯（记者 徐锦博 通讯
员 刘佳乐）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成立 95 周年，7 月 29 日下
午，青龙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建军节主题活动，退伍老
兵勉励孩子们在和平年代努力学
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一、二、三、四……”活动现
场，年过七旬的刘俊华昂首挺胸，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教孩子们踢

正步，让他们在训练中体验当兵的
意义，在他们内心撒下一颗爱国的
种子。年过九旬的陈庄严是抗美
援朝老兵，他看到孩子们有模有样
的训练，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青龙山社区书记张俊表示，希
望通过开展建军节活动，增强老兵
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在青少年
心中厚植爱国情感，丰富他们的暑
期生活。

七旬老兵教孩子们踢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