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咸宁职院创新创业基地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暖心甜品店，主要
经营项目以港式甜品为主，例如布丁、果
汁、传统糖水、仙草一系列产品为基础，杨
枝甘露、白雪山黑糯米、奶昔等一系列主
打产品，后期还会增加更丰富的甜品提供

给顾客选择。
本店消费人群大多数是大学生，他们

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有一部分人却又受到
购买能力的限制，因此价格对他们来讲是
一个敏感因素，而暖心甜品的价廉物美正
好弥补了这一限制。另外，高校学生文化
程度高，对情调和浪漫情有独钟，并且追
求潮流和时尚，而暖心甜品口味繁多、品
种新奇的产品也给甜品店增添了很多潮
流元素，比较符合顾客的希望值。

虽然暖心甜品店没有专业的制作体

系，但该店做的甜品更加纯正，不添加任
何防腐剂和色素，在挑选材料的时候也是
选择新鲜水果，五谷杂粮作为原材料，在
制作仙草也是使用蜂蜜来作为辅助材
料。虽然在制作过程中成本比较高，但是
这样的产品比较符合现代人追求的“养
生、健康”的观念。

暖心甜品店现在正利用互联网进行

营销，目前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微信公众
号、QQ群、微信群并且与校速派、美团、
百度糯米等合作。

在心情烦躁的时候享受一份甜品，让
人心情愉悦。本店一直是以“顾客至上，
满意而归”为服务宗旨，让顾客能在店里
享受到更多美味的同时，也能享受到贴心
的服务与安静的环境。

暖心甜品为君悦

咸宁天气：11日受槽后偏北气流控制，降雨停止;12-13日弱脊控制，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具体预报如下：11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5～19℃;12日：多云到晴天，偏北风1～2级，6～20℃;13日：多云，偏北风1～2级，9～21℃。今天相对湿度：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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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贫困村走进贫困村 2727、、2828

在咸安区桂花镇九垅村18组，有这样
一位坚韧的母亲：丈夫去世后十多年来，
她含辛茹苦带大三个孩子，用柔弱的肩膀
撑起了一个苦难之家。她就是冯金香。

2日，记者来到九垅村冯金香家，房里
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的玻璃是碎
的，真可谓“家徒四壁”。冯金香说，房子
建起十几年了，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曾经，冯金香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丈
夫勤劳又顾家，三个孩子聪明懂事。然
而，这一切都随着丈夫的意外离世戛然而
止。2002年，丈夫因车祸去世，留下三个

正在读书的孩子，冯金香说，当时觉得天
都塌了，是孩子让她鼓起勇气活下去。

丈夫去世一个月后，冯金香擦干眼
泪，走上了打工路。

为了赚钱养家，没有文化又没有一技
之长的冯金香，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打零
工、做搬运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服装
厂做衣服，冯金香把眼泪咽进了肚子里，
生活只剩下两个字：工作。

2011年，小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
国民航大学，冯金香乐开了花，苦难的日
子终于有了盼头。然而，命运似乎并不垂

青她，2012年，一个更大的打击将冯金香
再次推入痛苦的深渊：大儿子突患青光
眼，辗转求医，花光了钱，还是没能挽回失
明的结果。手握医院的“判决书”，看到浑
浑噩噩躺在医院的儿子，她的心都碎了。

回想起这一切，冯金香忍不住掉泪
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强迫自己不要回
头想，想多了，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这几年，冯金香一直在城区一家私营
制衣厂工作，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
个月最多才能赚到2000元。随着年龄增
长，这样的劳动强度冯金香开始感觉吃不

消了，眼睛经常觉得酸痛。
在左邻右舍眼里，冯金香把全部精力

献给了三个孩子；在冯金香自己心里，却
抹不去对孩子的愧疚。她说，自己这辈子
最遗憾的两件事，一是聪明懂事的女儿初
中毕业后，就主动辍学出去打工；二是没
有治好大儿子的眼睛。

小儿子今年考上了研究生，冯金香在
高兴之余，肩上的负担也更重了：“厂里的
订单跟不上，经常没有活儿做，明年我就
打算去外地打工，收入高一点。”小儿子上
学要钱，大儿子去学盲人按摩也要钱，冯
金香不敢停下脚步去休息。

命运没有打垮冯金香，对生活，她依
然充满了感激：“要不是亲戚的帮扶，要不
是政府的关心，我也撑不到今天。往前
看，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冯金香：用坚强撑起苦难之家
记者 王远远 通讯员 赵劭君 吴剑

崇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沈忱报道：一问多策、

一题多解。日前，记者获悉，崇阳县盯紧领衔项目，敲
定年度重大改革项目清单，县委常委、县人大政协主职
和县政府副县长都明确了领衔项目与牵头单位。

按照要求，各牵头单位将领衔项目每月进展情况、
季度进展分析和年终工作总结报县改革办，县改革办
汇总后报县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所有领衔项目实
施完成后，由牵头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县深改组上报结
项报告，结项与否由县深改组统一认定。所有领衔项
目纳入年度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考评范畴。

县改革办对全县改革试点项目进行了梳理，认准
国家、省级试点共5项。各试点项目牵头单位按月向
县改革办报送试点项目进展情况，所有试点项目实施
完成后，由牵头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县深改组上报结项
报告。县改革办提请县深改组审议后，报上级改革办
申请结项销号。

目前，该县对本年度重大改革项目清单确定项目
74项，各项改革进展顺利。卫生计生机构改革、政务
服务改革等，均走在省、市前列。

赤壁聚焦热点以案说纪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纪甜一报道：今年6月

以来，赤壁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赤壁市电视台，共同打造
了廉政主题品牌栏目《赤壁风纪》，于每周三或周五在
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该栏目每期时长约6至10分钟，以“热点工作+现
场访谈+主持人解说”的形式，以案说纪，以准确把握
反腐倡廉的新思想、新要求为核心，以聚焦主责主业、
落实监督责任为视野，以抓好反面典型、预防腐败为警
示，从源头上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该市将这一宣传载体作为传播廉政文化的前沿阵
地，努力使《赤壁风纪》成为廉政文化建设的特色品牌，
获得党员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冬修水冬修水利忙利忙
2日，嘉鱼县高铁岭镇广济堂村，工人

们正在硬化沟渠。
这是该镇今年6月启动的中央财政农

田水利整改项目，涉及广济堂和九龙两个
缺水严重的村。项目将新建灌溉沟渠4万
米，治理水塘 40 余个，新建引水泵站 18
个。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80%，预计今年
12月底完工。

记 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谢燕子
通 讯 员 吴世忠 摄

深秋时节，记者驱车来到通山县大
畈镇大坑村委会，放眼望处，只见一栋栋
瓷砖贴面的小康住宅“星棋密布”，一条
条通村通组的水泥道路宽阔平坦，一道
道绿意盈盈的青山坡地层层相连……昔
日“晴天一身土，下雨两脚泥”的景象已
不复存在。

大坑村是通山41个贫困村之一，有8
个村民小组，525户、1957人，其中精准扶
贫户130户；拥有耕地面积1400亩，其中
水田660亩；林地面积8800亩，其中有林
地5700亩。

“我们村子不大，但是有一些独特的
资源，村里利用这些资源，‘一户一策、一

人一法’，精准制定帮扶措施，点燃了群
众脱贫致富的激情。”村支书谭宝玲说，
继去年23户群众脱贫后，今年该村将会
伴随107户群众的脱贫，而整体摘掉贫困
村的“帽子”。

“我家能在今年实现脱贫，与镇领导
和上级部门的帮扶密不可分。”记者在8
组见到贫困户陈绪彪时 ，他和爱人谭风
杨正在野外忙着放牧牛羊。他说，作为
纯女户帮扶对象，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大
学读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低于4
万元。是副县长金大德连续多年的对口
帮扶，资助他两个孩子上学，并支持他买
回2头母牛、11只羊、8头猪，开始走上养

殖致富之 路。
“信息和技术，就是我们富起来的

‘两条腿’。”4组村民袁观强说，2010年他
在扶贫部门的支 持下，联合4户群众办
起牌楼枇杷合作社，种植枇杷200亩，前
年起又通过推广套袋管理技术，使产量
提升了20%。如今，他的合作社已吸纳周
边近200户群众入社，发展枇杷种植4000
多亩，年产量超过 10万公斤，注册的“隐
水洞”牌枇杷还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每公斤单价因此高出当地市场2.5元 ，社
员年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

“就是这种大户带小户、一户带多
户、多户连成体的帮扶模式，让我村群众

人人都有了脱贫项目，个个都有了致富
门路。”谭宝玲告诉记者，目前该村结合
山多荒地多的实际，形成了以大理石加
工、运 输、务工为主，以农、渔、牧业为辅
的生产格局，兴办的2个枇杷种养合作
社、1个香菇种植合作社、1个小龙虾养
殖基地和1个生猪养殖协会，先后吸纳60
余户贫困户参与经营，全村仅常年在外
务工、经商的人员就达到600多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大坑村的脱
贫规划里，还有一个正在实施的大项目：
今年内完成60千瓦光伏发电一期工程建
设，带动20户群众通过国家扶持的清洁
能源发电补贴，实现稳定脱贫。

大坑村：点燃致富激情
记者 柯常智 通讯员 孔海涛 熊虎 刘敏

潘家湾镇集中学习常态化
本报讯 通讯员孔伏波、方泽文报道：7日晚上，

嘉鱼县潘家湾镇二楼会议室座无虚席，在镇党委书记
余学文的带领下，全镇51名机关干部和17位村（生产
队、社区）书记在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该镇明确每周一
为集中学习日，利用周一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组织党
员干部集中学习。结合乡镇工作实际和工作需求，重
点学习理论知识、业务技能、先进经验等，以更好地服
务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为该镇建设“四化同步”强镇提
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据悉，该镇每周一的集中学习实行书面考勤制度，
以推动学习的规范化、常态化，确保学习效果。该镇还
要求党员干部做好学习笔记、撰写学习心得，并在下周
的集中学习进行检查和交流。

连日来，持续降雨降温，咸安区官埠
桥镇河背村5组贫困户刘昌明格外小心，
隔一会儿就到猪圈里去瞧瞧。原来，他
家的4头母猪快要下仔了。

这承载着刘昌明一家希望的猪，品
种可不一般，是当地养殖大户胡广富从
广西引进的巴马香猪，6月份免费发给他
家的，承诺等小猪仔长到四个月后，以每
头500元的价格回收。

据胡广富测算，每头母猪一年至少
可产两批20头猪崽，每头猪崽养4个月，
纯利润350元左右，一年能有2.8万元纯
收入。刘昌明一家五口都是残疾人，这

对于他们无疑是笔可观的收入。
胡广富在河背村经营了一个农庄，

早在2015年2月就开始试养巴马香猪，
每天早上赶到后山去吃草，晚上喂一餐，
喂一些农家自有的玉米、红薯、糠粉等就
行。繁殖率也高，一窝猪仔有12头左右，
目前市价可达每斤48元。

正是这些优势，吸引了区水利局精
准扶贫驻村工作队的目光。工作队队长
章嗣忠介绍，经过精准识别，河背村共有
贫困户63户167人。除去政策兜底、医
疗救助、助学扶智等，共有17户愿意也有
劳力参与种养殖产业。

然而，这17户贫困户的共同特点是：
缺资金、缺点子。经过动员，胡广富于6
月份成立桂香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与
其中12户贫困户签订养殖合同，并开展
养殖培训，配种、防疫，甚至细微到提示
防盗、防溺水等注意事项。

驻村工作队则帮忙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帮忙联系银行，让胡广富成功申请到
150万元的贴息贷款扩大规模。村里也
拿出区里支持的30万扶贫资金作为流动
资金，给予帮扶。

如今，这种模式既点亮了贫困户的
脱贫致富梦，也让胡广富的养殖规模日

益扩大。按协议，他前两年每年要返还
村里8万元，后两年每年要返还村里9万
元，村里也因此多了一笔集体经济收入。

最近，驻村工作队又在与该村的养
殖大户陈思延对接，帮助其扩大养殖规
模，转型养殖褐色红毛蛋鸡，带动剩下5
户没有签订巴马香猪养殖合同的贫困户
参与其中。

河背村：培育脱贫产业
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雷刚 胡春丽

省首届农民暨农业系统羽毛球赛

昨日在咸圆满闭幕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通讯员郑奎、黎碧波

报道：10日，湖北省首届农民暨农业系统羽毛球赛在
我市圆满闭幕。省农业厅厅长戴贵洲、副市长杨良锋
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据悉，此次比赛由省农业厅、省体育局、省农民体
育协会共同主办，我市农业局、体育局、市农民体协承
办，共有来自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的20
支代表队的120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孝感
市代表队、恩施州代表队、鄂州市代表队获得女子双打
前三名；孝感市代表队、恩施州代表队、神农架代表队
获得男子双打前三名。

“这次的比赛很精彩。”市民们由衷赞叹，各地运动
员打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展现了顽强的斗志和良好
的风尚，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体育盛宴。

我市举办乡镇规划建设管理培训班

推进小城镇和乡村建设
本报讯 见习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廖承武报道：

10日，我市乡镇规划建设管理培训班开班，副市长吴
刚出席开班仪式并致辞。

吴刚要求，学员们要充分认识加强村镇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肩负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各
项工作职责，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及工作水平，掌握工作
方法，熟练运用工作技能，为做好全市小城镇和乡村建
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据悉，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将由省住建厅、市规
划局、市住建委专业人员授课。通过深入分析我市城
乡建设的问题和优势，广泛介绍发达地区乡镇建设先
进经验，为我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市规划局、住建委、城管局等市直部门、各县市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约300人参加培训。

市政协督办乡村旅游提案
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程文敏报道：10

日，市政协副主席周力率督办组一行，实地调研督办市
政协四届五次会议第055号提案《大力开发乡村旅游
助推咸宁经济发展》。

督办组实地调研了通山忆江南生态农业观光园和
故乡里民俗文化园，听取了提案主办单位市旅游委和
市财政局、市政府金融办等会办单位的报告。提案人
对提案落实情况很满意。

周力表示，发展乡村旅游对我市发展“大健康、大
文化、大旅游”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乡村旅游要办
出特色，才能吸引更多客流；要改进工作方法，加大对
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要加强旅行社和乡村旅游项目
之间的合作，推动我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